
湖工职青发〔2020〕17 号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五四红旗分团委、五四
红旗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

部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分团委、各班级团支部：

2020 年，我校团学工作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正确

领导下，在各级团组织和全体共青团干部、共青团员的共同

努力下，牢牢把握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

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能，深入细致做好新形势下青年

学生思想引领、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的工作，有效地开

展了各项工作。

为激励和号召全校青年师生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奋发作

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加强团内创先争优工作，党委学

生工作部、校团委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五四”系列评选

活动，按照评选办法，经过推选评定，决定授予机电工程学

院分团委为“五四红旗标兵分团委”称号；授予智能工程学

院分团委等三个分团委为“五四红旗分团委”称号；授予汽

车工程学院 DF202030206 团支部等 32 个团支部“五四红旗

团支部”称号；授予智能工程学院徐驰等 47 名学生“优秀

共青团干部”称号；授予旅游商贸学院贺朝欢等 130 名学生

“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机电工程学院乔冠翔等 8 名青

年教师“共青团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授予建筑工程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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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会等 4 个学生会为“优秀学生会”称号；授予国旗护卫队

等 9 个学生社团“优秀社团”称号；授予青春机电志愿服务

队等 3 个服务队“优秀志愿者服务队” 称号；授予智能工

程学院李阳露等 8 名教师“学生社团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授予艺术设计学院周天龙等 26 名学生“社团活动积极分子”

称号；授予生态环境学院张振华等 45 名学生“优秀志愿者”

称号；授予机电工程学院张国涛等 20 名学生“向上向善好

青年”称号；授予艺术设计学院李茂焕等 5 名学生为“自强

之星标兵”称号；授予建筑工程学院吕叶等 15 名学生“自

强之星”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我校

共青团工作的新发展再创佳绩，校团委号召各级团组织和广

大团干部、团员青年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学习，不

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

力量。

附件：

2020 年度“五四红旗分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

“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先进集体和个人

的表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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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五四红旗分团委”、“五
四红旗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
秀共青团员”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表彰名单

一、五四红旗分团委

1.五四红旗标兵分团委（1 个）：机电工程学院分团委

（2020 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分团委”）

2.五四红旗分团委（3 个）：智能工程学院、旅游商贸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二、五四红旗团支部（32 个）

建筑工程学院（3 个）

2019152 班团支部，2019181 班团支部，2019191 班团支

部

智能工程学院（8 个）

202020101 班团支部，202020105 班团支部，202020111

班团支部，202020113 班团支部，202020202 班团支部，

202020301 班团支部，202021001 班团支部，GB202020101 班

团支部

汽车工程学院（5 个）

DF202030206 班团支部，YD202030304 班团支部，

ZG202030102 班团支部，20193801 班团支部，2019DF01 班团

支部

生态环境学院（1 个）：2019414 班团支部

旅游商贸学院（8 个）



2019823 班团支部,2019834 班团支部,2019533 班团支

部,202050701 班团支部,202050103 班团支部,202050410 班

团支部,202050203 班团支部,202050406 班团支部,

艺术设计学院（2 个）

2019712 班团支部，202070101 班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5 个）

2019622 班团支部，2019645 班团支部，ZG202060501 班

团支部，202060301 班团支部，202060407 班团支部

三、优秀学生会（4 个）

建筑工程学院学生会、旅游商贸学院学生会、汽车工程

学院学生会、智能工程学院学生会

四、优秀社团（9 个）

大学生 CAD 协会、书画协会、校园之声广播台、国旗护

卫队、大学生记者团、和山青年说青媒体中心、大学生阳光

心理协会、大学生艺术团 DX 街舞社、大学生艺术团万木林

合唱团

五、优秀志愿者服务队（3 支）

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电亮青春志愿服务队、青春机

电志愿服务队

六、共青团工作先进个人（8 名）

乔冠翔、杨波、李永端、曲杉、张琦、郑丽琼、周喻、

侯邦飞



七、向上向善好青年（合计：20 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类别

1 韩正好 男 机电工程学院 勤学上进好青年

2 张国涛 男 机电工程学院 勤学上进好青年

3 王雅琴 女 旅游商贸学院 勤学上进好青年

4 梁彦明 男 旅游商贸学院 勤学上进好青年

5 戈宏立 男 旅游商贸学院 勤学上进好青年

6 陈梦涛 男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创业好青年

7 罗鑫 男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创业好青年

8 张勉洋 男 旅游商贸学院 创新创业好青年

9 肖连杰 男 旅游商贸学院 创新创业好青年

10 杨顺 男 旅游商贸学院 创新创业好青年

11 周新胜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扶贫助困好青年

12 朵文俊 男 旅游商贸学院 扶贫助困好青年

13 黄博宇 男 建筑工程学院 扶贫助困好青年

14 张子雯 女 智能工程学院 扶贫助困好青年

15 肖嘉贝 女 智能工程学院 扶贫助困好青年

16 王莹莹 女 旅游商贸学院 爱岗敬业好青年

17 徐海 男 建筑工程学院 爱岗敬业好青年

18 湛凤颖 女 智能工程学院 爱岗敬业好青年

19 万双媛 女 智能工程学院 爱岗敬业好青年

20 任佳 女 旅游商贸学院 崇德守信好青年

八、优秀共青团干部（47 人）

序号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所属团支部及职务

1 徐驰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501 班团支部，院分团委副书记

2 王裔淋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4 团支部书记

3 张琰璘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1 班团支部，分团委副书记、班长

4 叶杭浚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20192103 班团支部，学生会主席团员



5 张奎贤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901 班长，副团支书

6 吴冰兰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601 班团支书

7 黄家建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1 班团支部，班长，副书记

8 彭双慧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1 班团支部，主席团成员

9 杨志明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101 团支部班长副书记

10 陈康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10 团支部副书记，班长

11 白玉鑫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501 团支部，团支书

12 陈昭华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1 团支部，团支书

13 周新胜 男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 ZG202060502 团支部，分团委副书记

14 陆浩 男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 ZG202060501 班团支部副书记

15 李仙 女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分团委干部，2019645 团支部

16 王瑞琦 男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45 团支部，学生会文明生活部部长

17 刘豪 男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 ZG202060501 团支部，分团委网络信息部

副部长

18 沙俊英 女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22 团支部，分团委网络信息部部长

19 郭越洋 男 共青团员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45 团支部，青春机电志愿者服务队

队长

20 谢彩霞 女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3 班团支部，分团委副书记

21 梁文静 女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13 班团支部班长

22 庹素珍 女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51 班团支部班级团支书

23 游昭 女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12 班团支部学生会公益部部长

24 朱小雨 女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32 班团支部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25 王亚楠 女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3 班团支部班长

26 贺敏 男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41 班团支部分团委副书记

27 夏兆辉 男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34 班团支部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8 王桂林 男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33 班团支部班级团支书

29 马兴旺 男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3 班团支部学生会体育部部长

30 宋颉 男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11 班团支部班级团支书

31 肖连杰 男 团员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51 班团支部学生会组织部部长



32 李贸成 男 团员 艺术设计学院分团委副书记、2019712 班团支部团支书

33 管薇 女 团员
艺术设计学院 2019731 班团支部，班长，宣传兼组织委

员，学生会组织部部长

34 李思昊 男 团员 艺术设计学院 2019711 团支部副团支书

35 刘星雨 女 共青团员 建筑工程学院 202010801 班，团支部副书记

36 吴亚东 男 共青团员 建筑工程学院 202010505 班团支部，组织委员

37 梁龙 男 共青团员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91 班团支部分团委副书记

38 张郧 男 共青团员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42 班团支部，组织委员

39 陈智鹏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DF202030206 班团支部书记

40 王自力 男 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804 团支部、学生会体育部部长

41 王先铸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803 团支部

42 崔成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20183803 团支部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43 刘子豪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802 团支部分团委副书记

44 秦蓉 女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2019DF01 团支部副书记

45 尹晓灿 女 共青团员 2019415 团支部书记

46 郑家文 男 共青团员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14 团支部书记

47 姚巧玲 女 共青团员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12 团支部书记

九、优秀共青团团员（130 人）

序号 姓 名 性别 所属团支部及职务

1 吕丽丽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11 班团支部生

2 张子雯 女 智能工程学院 GB202020101 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3 尚龙威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204 班团支部

4 裴贤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101 班团支部

5 曹玥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2 班团支部文体委员

6 姜春燕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2 班团支部、学生会生活部部长

7 金纪元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2 班团支部

8 胡凯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101 班团支部生活委员、信息员



9 周紫欣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101 班团支部

10 包振琨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01001 班团支部、学校志愿者指导中心宣

传部干事

11 比宏伟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13 班团支部

12 程渝淞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802 班团支部书记、副班长

13 閤晓枫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13 班团支部

14 胡佳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01 班团支部书记、副班长

15 金磊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1 班团支部书记、副班长

16 李丹丹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8002 班团支部

17 刘彪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8002 班团支部

18 刘彭静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05 班团支部

19 刘永龙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601 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20 孙杰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03 班团支部书记、副班长

21 王晓磊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12 班团支部

22 王雨梦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03 班团支部

23 许光宝 男 智能工程学院 GB202020101 班团支部

24 张德建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13 班团支部

25 王琳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9 班团支部副书记、班长

26 柳婷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4 班团支部

27 王琼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团支部

28 王欣茹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3 班团支部副书记、班长

29 王宗华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团支部 心理委员

30 刘淼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团支部 学习委员

31 严东鹏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3 班团支部

32 朱宇琪 女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团支部

33 王建强 男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8 班团支部副书记、班长

34 湛凤颖 女 智能工程学院 GB202020101 班团支部团小组长、寝室长

35 惠强贤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407 班团支部副书记



36 任文君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43 班团支部副书记

37 张豪杰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43 团支部

38 华小雨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43 班团支部

39 贾紫薇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603 班团支部

40 张国涛 男 机电工程学院 ZG202060501 班团支部

41 方城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21 班团支部

42 潘启烁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603 班团支部

43 范飞艳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602 班团支部

44 孙辉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19645 班团支部书记

45 宋光雪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301 班团支部

46 王旭阳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407 班团支部

47 肖仕红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301 班团支部

48 余雄志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603 团支部书记

49 张坤 男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407 班团支部

50 周彤 女 机电工程学院 202060301 班团支部

51 刘鑫宇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601 团支部书记

52 陈梦婷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4 班团支部，班长

53 吕云鹏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3 团支部班长

54 李庆龄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6 班团支部

55 王娅梅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303 团支部组织委员

56 贺朝欢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1001 团支部班长

57 曹颖 女 旅游商贸学院 ZG202050301 团支部班长

58 罗忠园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8 班团支部

书记

59 裴鑫月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6 班团支部生活委员

60 张骜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6 班团支部，班级体育委员

61 张涵薇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6 团支部书记

62 郑雅琴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7 班团支部



63 廖楚阳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20202 班团支部，班长

64 高雪燕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32 班团支部书记

65 朱锐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3 班团支部

66 陈雨桐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3 班团支部

67 胡秦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3 班团支部

68 王亚宁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32 班团支部，班长

69 彭丽平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34 班团支部

70 姜武星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1 团支部书记

71 沈巧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2 团支部书记

72 涂诚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4 团支部班长

73 梁乐乐 女 202050105 班团支部，班级班长

74 徐洋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9 班团支部，班长

75 舒佳妮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201 团支部，班长

76 程颖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302 班团支部

团支部书记

77 王涛 男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303 班团支部，班级心理委员

78 陈梦琦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7070 班团支部

79 陶秋燏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9 团支部书记

80 王海艳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10 团支部书记

81 张典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51 班团支部

82 余秋晨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6 团支部班长

83 梁冬菊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6 团支部，班级宣传委员

84 袁心微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107 团支部班长

85 邵霞霞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201 班团支部

86 马梅婷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303 团支部书记

87 赵燕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41 团支部，班级宣传委员

88 刘晓莉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824 团支部

89 张妮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19533 团支部，班级体育委员



90 邵妃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402 团支部书记

91 张伊 女 旅游商贸学院 202050701 团支部书记

92 乔志洋 男 艺术设计学院 2019712 班团支部

93 康智丽 女 艺术设计学院 2019712 班团支部副书记

94 郑天意 男 艺术设计学院 2019711 班团支部

95 赖颖 女 艺术设计学院 2019731 班团支部支书

96 张冉 男 艺术设计学院 202070302 团支部副书记

97 张义品 女 艺术设计学院 202070101 团支部副书记

98 王壮 男 艺术设计学院 202070301 班团支部

99 王秀秀 女 艺术设计学院 202070101 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100 梅文锋 男 建筑工程学院 2020192 班团支书

101 常昊 男 建筑工程学院 2020142 班团支书

102 程贤淼 女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91 班学习委员

103 付敏 女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81 班青服部部长

104 黄文 男 建筑工程学院 2020152 班学习委员

105 王宇飞 男 建筑工程学院 2020154 班班长

106 何田 女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52 班团支书

107 李朝阳 男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41 班团支书

108 钱崇良 男 建筑工程学院 2019151 班团支部，自律委员会部长

109 叶博 男 汽车工程学院 DB202030202 团支部

110 周宇航 男 汽车工程学院 DF202030204 团支部团支书

111 秦本强 男 汽车工程学院 DF202030206 团支部副书记

112 蔡陈雨 男 汽车工程学院 YD202030304 团支部组织委员

113 刘瑞 女 汽车工程学院 202030801 团支部团支书

114 杨中意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2030302 团支部副书记

115 孙军威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301 团支部副书记

116 严佳炜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302 团支部副书记



117 肖刘凯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802 宣传委员

118 王小亮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802 团支部心理委员

119 王志杰 男 汽车工程学院 ZG202030101 团支部副书记

120 李锦浩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DF01 团支部团支书

121 刘金伟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3601 团支部团员

122 任岩柏 男 汽车工程学院 2019DZ01 团支部团员

123 申瀛洲 男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13 团支部团支书

124 罗帅 男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14 团支部寝室长

125 尹媛媛 女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14 团支部组织委员

126 赵江昊 男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41 团支部，自律委员会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127 房菲 女 生态环境学院 2019413 团支部，学习委员

128 吴飞龙 男 生态环境学院 2020402 团支部，文艺委员

129 赵杰 男 生态环境学院 2020402 团支部，组织委员

130 李安红 女 生态环境学院 2020404 团支部，团支书

十、学生社团优秀指导老师（8 名）

序号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社团名称 社团挂靠单位

1 李阳露 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 智能工程学院

2 祝丰菊 电亮青春服务队 智能工程学院

3 赵丽 学生 CAD 协会 建筑工程学院

4 郝静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FM85 校园之

声广播台
党委宣传部

5 罗娟 大学生礼仪协会 校团委

6 顾婷 大学生阳光心理协会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7 杨华 万木林合唱团 素质拓展中心

8 高静 国旗护卫队 校团委



十一、社团活动积极分子（26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院（系） 所在社团

1 郝新雨 男 智能工程学院 HIPESC 电竞社

2 张胜 男 智能工程学院 大学生记者团

3 席诗玟 女 艺术设计学院 大学生记者团

4 张子雯 女 智能工程学院 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篮球协会

5 李彤彤 女 智能工程学院 英语社团

6 刘淼 女 智能工程学院 羽毛球协会

7 刘鑫哲 男 智能工程学院 国旗护卫队

8 柳婷 女 智能工程学院 乒乓球协会、荣耀舞社

9 张治 男 智能工程学院 校园之声广播台

10 陈玉 女 旅游商贸学院 校园之声广播台

11 周佳伟 男 智能工程学院 DX 街舞协会

12 陈谦 男 艺术设计学院 蓝梦摄影协会

13 汪瑶 女 智能工程学院 蓝梦摄影协会

14 周天龙 男 艺术设计学院 天一乐团

15 敖磊 男 汽车工程学院 书画协会

16 肖越 女 旅游商贸学院 书画协会

17 余佳鑫 男 艺术设计学院 钢琴社团

18 镡千千 女 建筑工程学院 CAD 协会

19 郑冬群 男 汽车工程学院 青春 e行志愿者服务队

20 田雪倩 女 旅游商贸学院 电亮青春志愿服务队

21 王天宝 男 生态环境学院 环保志愿服务队

22 张振华 男 生态环境学院 环保志愿服务队

23 周钰旋 女 旅游商贸学院 大学生艺术团

24 徐晨樱 女 旅游商贸学院 大学生艺术团

25 李协 男 生态环境学院 大学生阳光心理协会

26 吴哲 男 生态环境学院 大学生阳光心理协会



十二、优秀志愿者（45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所属单位

1 邱丹瑞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18912 班

2 唐德元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1 班

3 刘云 女 共青团员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

4 胡文姣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2 班

5 周紫欣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101 班

6 胡珂芩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2 班

7 朱本楷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9101 班

8 李全海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3 班

9 黄小丽 女 群众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

10 简文静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102 班

11 朱宇琪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1 班

12 刘淼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

13 王琼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

14 王宗华 女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2 班

15 许鑫 男 共青团员 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

16 李昇环 男 共青团员 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

17 贾明杰 男 群众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1 班

18 曹刘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192201 班

19 李光驰 男 共青团员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春 e行志愿者服务

20 包振琨 男 共青团员 智能工程学院 202020101 班

21 牛建柱 男 共青团员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亮青春青春服务队

21 乔志洋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2 黄子杨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3 朱文卓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4 康智丽 女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5 李贸成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6 李思昊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7 郭佳鑫 女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28 刘诗雨 女 群众 为爱艺行服务队

29 管薇 女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30 赖颖 女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31 谭江旭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32 叶臻 男 共青团员 为爱艺行服务队

33 付敏 女 共青团员 建筑工程学院

34 韩一腾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35 周成功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36 杨力珽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37 薛文成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38 安成龙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39 魏家驹 男 共青团员 汽车工程学院

40 郑冬群 男 共青团员 青春 e 行志愿者服务队

41 张振华 男 共青团员 环保志愿服务分队

42 覃龙豪 男 共青团员 环保志愿服务分队

43 向陈龙 男 共青团员 环保志愿服务分队

44 王天宝 男 共青团员 环保志愿服务分队

45 李姝裴 女 共青团员 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

十三、第九届大学生“自强之星”

“自强之星”标兵（5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学院

1 张振华 男 2019414026 生态环境学院

2 李茂焕 女 2019752023 艺术设计学院

3 张国涛 男 ZG202060501001 机电工程学院

4 徐驰 男 2019950130 智能工程学院

5 胡秦 女 2019823007 旅游商贸学院



“自强之星”（15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学院

1 吕叶 女 202010502024 建筑工程学院

2 张鑫韫 女 202010505009 建筑工程学院

3 张治 男 2019220408 智能工程学院

4 杨雪 女 2018210231 智能工程学院

5 张奎贤 男 2019290104 智能工程学院

6 包振琨 男 202020101001 智能工程学院

7 魏家驹 男 2019360119 汽车工程学院

8 周成功 男 2019330211 汽车工程学院

9 陈文明 男 ZG20203010207 汽车工程学院

10 谭琴 女 202050404014 旅游商贸学院

11 莫秀美 女 2019851007 旅游商贸学院

12 方城 女 2019621004 机电工程学院

13 周新胜 男 ZG202060502007 机电工程学院

14 惠强贤 男 202060407024 机电工程学院

15 康智丽 女 2019712033 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