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学年学生联合会学生干部公示名单 

部门 职务 姓名 系部 专业 

主席团 
主席 李越阳 电子信息系 通讯技术 

副主席 王锡琴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副主席 张佳辉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副主席 张晓虎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副主席 许超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办公室

兼权益

部 

主任 邓岳雄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2班 

副主任 何孟璋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4班 

干事 李杰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技

术网站设计 1

班 

干事 罗雨 电子信息系 计网网络安全

1班 

干事 李继新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4班 

干事 殷云海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1班 

干事 龙梅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1班 

干事 马艳玲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1班 

干事 张宇迪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1班 

干事 刘杰 鼎利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

技术 1班（优

化） 

干事  黄文昌 建筑工程系 工程造价 

干事 曾国仪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 6班 

干事 卢珊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与管理 1

班 

干事 涂思念 交通工程系 空乘 1班 

干事 袁梦 经济管理系 会计 7班 

干事 田淼 经济管理系 会计 5班 

干事 郭存辉 经济管理系 会计 1班 

干事 邓雨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2班 

干事 王杜丹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2班 

干事 郭梦迪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1班 



干事 王晨宇 艺术与体育系 动漫制作技术

2班 

干事 熊洁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车萌萌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田茂燕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李吉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干事 马永红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1班 

广播站 
站长 卿杨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 2班 

副站长 周磊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3班 

副站长 蒲浩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1班 

干事 丁骏昊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2班 

干事 李四州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3班 

干事 李金峰 鼎利学院 软件 5班 

干事 何思维 鼎利学院 移动互联 1班 

干事 杨梦雪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 2班 

干事 艾思源 经济管理系 会计 2班 

干事 胡映梅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郑晨芬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张艺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2班 

干事 谢双鸿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1班 

干事 李尚春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1班 

干事 岳婷 艺术与体育系 动漫制作 2班 

干事 张力琪 艺术与体育系 动漫制作 3班 

干事 刘杨洋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0班 

干事 张鹏欣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罗晓曼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张雪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黄春梅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唐琪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7班 

干事（大二） 陈九天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2班 

干事（大二） 任寒冰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2班 

干事（大二） 孙萌澧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4班 

干事（大二） 郑成忠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技术

1班 

纪检部 
部长 刘杰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周家豪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4班 



干事 胡飞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4班 

干事 杨鹏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5班 

干事 封秋琴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2班 

干事 郑淞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2班 

干事 陈奕帆 建筑工程系 汽修 1班 

干事 王静雯 经济管理系 会计 2班 

干事 罗超峰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0班 

干事 童霞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陈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谢开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金云莉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田钰湄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王月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吕品瑞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周有福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周潞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9班 

干事 王萍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室内设计

2班 

礼仪部 部长 谢菊 经济管理系 会计 7班 

副部长 陈凤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1班 

干事 李宗伟 交通工程系 城轨 6班 

干事 贾月霞 经济管理系 会计 2班 

干事 张礼程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邓仁和 社会管理系 物流 1班 

干事 袁洪玉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0班 

干事 李雨竹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0班 

干事 曾飘逸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敬艳萍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杨金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吴维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黄颖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徐小红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罗金燕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钟雪柔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刘婷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7班 

干事 叶琴丽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7班 



干事 何长鑫 艺术与体育系 社体 3班 

干事 张友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4班 

干事 欧阳兰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5班 

体育部 部长 石忠梁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1班 

副部长 范才双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4班 

干事 蔡仕杰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1班 

干事 李宗伟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干事 段治文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 1班 

干事 李一鑫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2

班 

干事 苟于桃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2

班 

干事 程梓兮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3

班 

干事 甘萍 经济管理系 证券与期货 

干事 熊玲玲 经济管理系 证券与期货 

干事 李红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干事 张小兰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1班 

干事 朱小帆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王正伟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陈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钟爽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冯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刘汉弟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周杨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任何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且吉拉色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庞铃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7班 

干事 金平新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7班 

干事 李雨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干事 王安鑫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

理 

干事 陶源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

理 



外联部 
部长 杨青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1班 

副部长 陈文君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6班 

干事 李豪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干事 田顺光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干事 廖渠峰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廖天妮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干事 陈良平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干事 甲央斯甲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汤证雯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彭亿薪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姚航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事 杨红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事 李珊珊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事 彭洪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干事 李丹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干事 宋欣 社会管理系 市场 

干事 范建辉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贾彪 交通工程系 电子通信技术 

干事 陈影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杜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郑佳欣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游真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李敏仪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王雨嘉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曾鑫汝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 

干事 周灵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

理 

文娱部 
部长 王灿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1班 

副部长 周月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干事 明星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技

术 1班 

干事 王祎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技术

1班 

干事 唐正杰 鼎利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

术 1班 



干事 杨红铃 交通工程系 城轨 6班 

干事 林剑波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2

班 

干事 钟丽 经济管理系 会计 3班 

干事 谭美玲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李焰圻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2班 

干事 杨娅玲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马琳珊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程欣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罗丹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梁琼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陈雯雨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李瑞嫣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兰心悦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尧星悦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7班 

干事 田雯静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4班 

宣传部 
部长 朱悦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1班 

副部长 许悠 交通工程系 汽车营销与服

务 

干事 罗志龙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 

干事 李尤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 2班 

干事 王雨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4班 

干事 岳鑫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1班 

干事 唐亚平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1班 

干事 李孟军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1班 

干事 蒋正方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5班 

干事 王兴月 建筑工程系 建筑室内设计

5班 

干事 肖遥 建筑工程系 建筑装饰 1班 

干事 罗文枫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 2班 

干事 熊婷 交通工程系 汽车营销与服

务 1班 

干事 莫佳乐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黄晴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邓倩茜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1班 

干事 潘登峰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1班 

干事 刘芳玉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1班 

干事 陈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游诚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周钰莹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李群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学习部 
部长 杨熙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副部长 何芳容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干事 李小龙 电子信息系 软件技术 

干事 袁洋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应用 

干事 雷壹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熊相灵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杨澄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张世杰 电子信息系 专业网站设计 

干事 冉许林 鼎利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

术 

干事 周定耀 建筑工程系 工程造价 

干事 张宇恒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干事 曾常元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干事 陈玉旭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干事 肖敏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聂林欣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严崇鑫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冉玉艳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赖星辰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李小双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事 解启容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事 杨晨 艺术与体育系 动漫制作 

干事 邓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刘国东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江雨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龙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陈妍冰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王妍苏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罗梦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谭琨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张楚函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生活部 干事 陈鸿莹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 2班 

干部 何鑫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

修  

干事 陈钟生 电子信息 系 通信技术 

干事 邹李阳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 2班 

干部 付晓姜 电子信息系 通信 3班 

干部 夏永衡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席文席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部 杨亚飞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3班 

干事 曾绪炜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5班 

干事 胡佳霖 电子信息系 通讯 5班  

干事 周玉龙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干事 蒋华兵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 1班 

干事 王俊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技术 

干部 蒋国强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2班 

干事 唐涛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4班 

干事 秦烺 鼎利学院 移动互联 1班 

干事 罗浩 建筑工程系 工程技术 

干事 肖海龙 建筑工程系 工程造价 

干部 张欢 建筑工程系 工程造价 1班 

干事 肖欣越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干事 谢述鹏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干事 梁志强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干事 徐沛然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 1班 

干部 陈思宇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 

干事 杨骞钦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 

干事 苏登科 交通工程系 空中乘务 

干事 苏成诚 交通工程系 空中乘务 

干事 苟鹏程 交通工程系 汽车电子 2班 

干事 杨超 交通工程系 汽车电子技术 

干事 范志豪 交通工程系 汽车电子技术 

干部 彭俊松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

修 1班 



干部 赵怀荣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

修 3班 

干事 刘华强 交通工程系 汽修 

干事 王静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 4

班 

干事 罗娜 经济管理系 会计 1班 

干部 李沿沿 经济管理系 会计 2班 

干部 陈子麒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班 

干事 黄馨 经济管理系 会计 6班 

干事 李霞 经济管理系 会计 6班 

干事 陶美霖 经济管理系 会计 6班 

干事 罗欢 经济管理系 会计 6班 

干事 宁欣 经济管理系 会计 6班 

干部 高敬 经济管理系 会计电算化 1

班 

干部 张琼 经济管理系 会计银雁班 

副部长 刘育含 经济管理系 投资与理财 1

班 

干事 李颜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事 宋建宏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干部 韩冬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2班 

干部 邓博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2班 

部长 林野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2班 

干事 何展鹏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干部 向美容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部 扬扬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赵礼涛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陈志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彭文军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肖国庆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邓德忠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代健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部 邓仁和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王丹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2班 

干事 甄骊然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彭敏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易兰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方佳琪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田慧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袁茜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徐洁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范洁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方星月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张梦瑶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胡莎 艺术与体育 护理 

干事 熊晨 艺术与体育 护理 2班 

干事 李红君 艺术与体育 护理 2班 

干事 梁琳梅 艺术与体育 护理 2班 

干事 李成艳 艺术与体育 护理 5班 

干部 安玉龙 艺术与体育 环境艺术设计 

干部 高祥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艺术设

计 1班 

干事 肖姗姗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赵雨琴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欧钰雯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龚琴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伍锦秀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练欣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钟梦颖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蒲玉华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甘倩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徐梦辉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张翔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余小豆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魏芸芸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华诗媛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胡枝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1班 

干事 赵清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符美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邹欣怡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侯垚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唐潮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陈红秀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2班 

干事 令狐文利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3班 

干事 苟思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刘媛媛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田才梅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卢江涛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5班 

干事 刘双琴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6班 

干事 李建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8班 

干事 赵莉淘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8班 

干事 格西木初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专业 2班 

干部 阳超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艺术设计 

干部 祝文博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干事 邱媛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 1班 

干事 雷驰宇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 1班 

干事 甘德洋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

理  

干事 刘文恺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

理 1班 

干事 任倩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干事 赵银珠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干事 陈婧雯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干事 方林浩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1班 

干事 贺沁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1班 

干事 赵宇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4班 

干事 刘心月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4班 

干事 徐兵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5班 



2018-2019学年社团联合会学生干部公示名单 
部门 姓名 系部 专业 职务 

主席团 张佳辉 社会管理

系 

市场营销 3 班 主席 

柏彬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3班 

副主席 

苏淇 经济管理系 会计电算化  副主席 

赵秋菊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副主席 

宣传部 姜柯 经济管理

系 

会计 部长 

陈虹静 经济管理

系 

会计电算化 副部长 

陈俊同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烽火订单

2班 

干事 

杜蓓 电子信息系 网络安全 2 班 干事 

彭杉杉 经济管理系 会计 1班 干事 

魏嘉敏 经济管理系 会计 5班 干事 

罗芹 经济管理系 会计 5班 干事 

韩金金 经济管理系 会计 7班 干事 

周雅婷 经济管理系 会计 7班 干事 

张艺 经济管理系 会计 7班 干事 

古梦瑶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3 班 干事 

伏一鑫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3 班 干事 

郑清月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3 班 干事 

李茹 艺术体育系 护理 4班 干事 

陈蕊 艺术体育系 室内设计 1 班 干事 

蔡孟伶 艺术体育系 室内设计 1 班 干事 

外联部 赵秋菊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部长 

杜长江 电子信息

系 

通信技术 副部长 

蒋长江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干事 

于浩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张文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方泓泉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张嘉豪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岑智鸿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蒋雨陶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张峻旗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吴婷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张洪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谢其良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赵方楠 艺术与体育

系 

护理 干事 

唐兴辰 艺术与体育

系 

社会体育 干事 

活动部 杜莉娟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部长 

杨丽萍 经济管理系 会计 2班  副部长 

李星宇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1 班 干事 

邢洋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5 班 干事 

张欢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2 班 干事 

刘皓宁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技术 1班 干事 

谢橙鑫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技术 1班 干事 

邓鸿伟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4 班 干事 

邓邵阳 建筑工程系 工程管理 1 班 干事 

张珑翰 交通工程系 汽修检测 2 班 干事 

雍仕铭  交通工程系 汽修检测 2 班 干事 

李赛凤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3 班 干事 

郑元龙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4 班 干事 

曾韵芯 艺术与体育

系 

护理 2班 干事 

瞿超 艺术与体育

系 

社会体育 1 班 干事 

办公室 柏彬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主任 

敖惠 社会管理系 专业市场营销 副主任 

果机伍之 五年制 五年制 1班专业 会

计 

干事 

巫原杰 电子系 通信技术 干事 

罗艳 经管系 会计 干事 

熊静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干事 

庞淼桐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干事 

刘玉梅 社会管理

系 

商务英语 干事 



张雨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周泉多 艺术与体育

系 

动漫制作 干事 

蒲悦 艺术与体育

系 

建筑室内设计 干事 

曾天赐 艺术与体育

系 

室内设计 1 班 干事 



2018-2019 学年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学

生干部及志愿者公示名单 

部门 姓名 系部 专业 职务 

队长 
杜文刚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 总队长 

吴鹏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副总队 

杨淼 鼎利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

术 

副总队 

刘骥 建筑工程系 工程管理 副总队 

外联部 
范宝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外联部部长 

杨佳佳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外联部副部长 

办公室兼

项目部 

彭沛涵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办公室主任兼

项目部部长 

周杰 交通工程系 汽修 办公室副主任

兼项目部副部

长 

王莨钰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办公室副主任

兼项目部副部

长 

涂思念 交通工程系 空中乘务 干事 

蒋雨晴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干事 

杨浩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李卓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谢华成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向天浩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仲家业 建筑工程系 建设管理 干事 

孙燕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层

技术 

干事 

朱晓东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陈爽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干事 

张梅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干事 

宣传部 
景宏全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技

术 

部长 

万晓霞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 干事 

曹芙容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干事 



黄馨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陈淼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谭甜 艺术与体育系 动漫制作 干事 

叶佳禾 五年制 会计电算化 干事 

一

分

队 

刘骥 建筑工程系 工程管理 副总队 

周静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小组长 

邹海蓉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小组长 

周佳明 交通工程系 汽车电子 小组长 

肖雄 交通工程系 汽修 小组长 

曾磊 交通工程系 汽修 小组长 

苟万林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技

术 

志愿者 

黄肖楠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向鸿艳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付鹏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陈淼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张梅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志愿者 

李鑫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志愿者 

唐亚平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志愿者 

邹显炀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潘荣辉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谢正旺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何思维 鼎利学院 移动互联网 志愿者 

张莉莎 鼎利学院 移动互联网应

用技术 

志愿者 

雍淮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志愿者 

周文杰 交通工程系 汽车维修 志愿者 

赵攀 交通工程系 汽车营销服务 志愿者 

罗瑞彬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谭淑丹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向容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黄馨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赵美玲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谭美玲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季地银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唐亮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志愿者 



代蕊聪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志愿者 

黄超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志愿者 

朱久静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志愿者 

侯欢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志愿者 

冯茂彦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志愿者 

谭蓉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许小红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葛佳敏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志愿者 

柏佳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志愿者 

罗正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卢欢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志愿者 

余曾杰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志愿者 

谭甜 艺术与体育系 动漫制作 志愿者 

曹小雨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钟爽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映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张丹丹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黄珊珊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葛露红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杨艾玲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刘泽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王霜霜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沈呷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余长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姜禹秀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赵思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徐洁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曾飘逸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张海玉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陈玲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茹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阎睿奇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志愿者 

吴静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志愿者 

刘蕊鑫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志愿者 

陈爽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志愿者 

二

分

队 

杨淼 鼎利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

术 

副总队 

李燕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小组长 

樊鑫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小组长 

仲家业  建筑工程系 建设管理 小组长 

胡鸿丽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小组长 

何伍柠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小组长 

唐琪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小组长 

张续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刘悦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黄萍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朱晓东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姚婷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马丹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薛燕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王燕琼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志愿者 

彭红玮 鼎利学院 互联网应用技

术 

志愿者 

陈梁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蒋文静 鼎利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

术 

志愿者 

辜潘 建筑工程系 工程造价 志愿者 

邓炜 建筑工程系 建筑装饰工层

技术 

志愿者 

马静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志愿者 

常建泉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志愿者 

黎佩珊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志愿者 

滕莎莎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志愿者 

冯俊钦 交通工程系 汽车电子 志愿者 

陈玲毅 交通工程系 汽车电子 志愿者 

何中强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

修 

志愿者 

李舒凡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

修 

志愿者 

谢双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志愿者 

宋洋洋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志愿者 

张铭慧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高明珠 社会管理系 电子商务 志愿者 

潘俊蓉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志愿者 

郭兴蕊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唐海艳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刘艳丽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杨宇婷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王艾青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王玉婷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付雷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许梦蝶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志愿者 

李凯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志愿者 

吴萍玉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志愿者 

叶佳禾 五年制 会计电算化 志愿者 

谢晨露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周敏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吴春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群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阳蒙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罗芷越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何倩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娜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王正伟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王淼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雷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孙燕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层

技术 

志愿者 

曾巧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层

技术 

志愿者 

王琪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志愿者 

三

分

队 

吴鹏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副总队 

万晓霞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 小组长 

曹芙容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小组长 

涂思念 交通工程系 空中乘务 小组长 

古梦瑶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小组长 

李婉婷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小组长 

赵彦荣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室内设计 小组长 

张苡元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技

术 

志愿者 

李芝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 志愿者 

向天浩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王强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志愿者 

李汶亭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志愿者 

洪澜珂 电子信息系 云计算 志愿者 

杨浩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李卓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章良平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志愿者 

周雪妮 交通工程系 城轨 志愿者 

王杨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 志愿者 

肖莉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 志愿者 

严玗希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 志愿者 

曾祥庆 交通工程系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 

志愿者 

谢华成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李清曼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吴涵睿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贺韵涵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朱慧玲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志愿者 

李沁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石玉婷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张灵燕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赫朝英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 志愿者 

卢春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志愿者 

冯雪文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志愿者 

胡曦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志愿者 

邱蝶 社会管理系 商务英语 志愿者 

邹伟兴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志愿者 

庞月入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志愿者 

陈鑫月 艺术与体育系 广告设计 志愿者 

赵芸 艺术与体育系 广告设计与制

作 

志愿者 

王燕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饶晓燕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刘璐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马箐箐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王邦菊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范洁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冯路清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廖露琴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庞铃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姜缘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佳乐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桂淋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志愿者 

李燕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室内设计 志愿者 

蒋雨晴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志愿者 

刘鑫孟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 志愿者 

邓爽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志愿者 

杜慧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志愿者 

蔡孟伶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志愿者 

  



2018-2019 学年勤工助学办公室学生干部公示名单 

部门 姓名 系部 专业 职位 

办公室 

（主席

团） 

段纪虎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3班 主任 

廖芙英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1班 副主任 

姜柯 经济管理系 会计 5 班 主任助理 

杨锐兰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1班 主任助理 

秘 

书 

处 

王宇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2班 部长 

卓桉未 交通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 副部长 

李艳琼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干事 

舒玉朋 电子信息系 移动通信专业 干事 

高程心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专业 干事 

贺李煜 艺术与体育系 环艺专业 干事 

李玉蓉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专业 干事 

陈丹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干事 

吴春艳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专业 干事 

沈艺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干事 

万钊宏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理 干事 

网 

络 

技 

术 

部 

王强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2班 部长 

李洁 鼎利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1班 副部长 

代金豆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理 干事 

吴尚飞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王婷婷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雷政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陈实李

吉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4班 干事 

许茹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杨绪金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蒋状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室内设计 干事 

李四州 电子信息系 数字媒体 干事 

王智锐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孟小敏 经济管理系 证券与期货专业 干事 

周秀梅 经济管理系 会计 干事 

唐文军 交通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干事 



景杨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 干事 

郑清月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林亚菲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干事 

郑浩 建筑工程系 工程造价 干事 

段宇 电子信息系 计算机网络 干事 

拓 

展 

部 

杨丹 艺术与体育系 广告设计与制作 2班 部长 

吴晨阳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2班 副部长 

周亮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干事 

程旭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符道璋 社会管理系 酒店管理 干事 

朱红宇 社会管理系 商务管理 干事 

蒋宇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杨鹏义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周皓洋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候昱呈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理 干事 

刘辉 艺术与体育系 社会体育系 干事 

冉许林 鼎利学院 互联网技术 干事 

陈飞帆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干事 

张杨 艺术与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理 干事 

冯旭东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干事 

向梓毅 建筑工程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干事 

孔祥龙 经济管理系 政券与期货 干事 

李霞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干事 

谢明新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龙凤娟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干事 

夏雯丽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1班 干事 

周弦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干事 

刘春会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干事 

徐艳丽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干事 

陈玲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干事 

杨靖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干事 

广 

告 

吴海燕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室内设计 5班 部长 

王红成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2班 副部长 

张鑫 社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1班 干事 

宋娇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9 班 干事 

李天琴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9 班 干事 



部 
刘坤 艺术与体育系 广告设计 2班 干事 

廖玉梅 交通工程系 城轨 1 班 干事 

祁蔺红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 班  干事 

杨宇婷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3班 干事 

杨欢 经济管理系 会计 1 班 干事 

何玉莎 艺术与体育系 护理 9 班 干事 

杨富东 艺术与体育系 建筑室内设计 4班 干事 

孙国旺 经济管理系 互联网金融 1班 干事 

范伟    艺术与体育系 环境与艺术 1班 干事 

田富豪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3班 干事 

财 

务 

部 

郭贤超 社会管理系 物流管理 3班 部长 

许海峰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2班 副部长 

银思成 电子信息系 网站设计 2班 副部长 

刘艳丽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3班 干事 

谢承稷 经济管理系 会计 5 班 干事 

杨丹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3班 干事 

张友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4班 干事 

帅鑫钰 经济管理系 会计 2 班 干事 

伍萍 艺术与体育系 室内设计 3班 干事 

司李攀 社会管理系 市场营销 1班 干事 

马阳 电子信息系 通信技术 1班 干事 

熊玲玲 经济管理系  证券与期货 1班 干事 

甘萍 经济管理系  证券与期货 1班 干事 

熊伍恒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 班 干事 

李静 经济管理系 会计 4 班 干事 

张礼强 鼎利学院 软件技术 2班 干事 

李桂香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1班 干事 

姜俊蓉 建筑工程系 物业管理 1班 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