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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东软团发〔2022〕7 号 
 
关于表彰 2021-2022 年度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的 

决    定 

各院团委、团支部： 

根据共青团成都东软学院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成都东软学院 2022 年 

“五·四”评优工作的通知》（成东软团发〔2022〕4 号）的文件精神，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各团支部、各学生组织推荐，校团委审核，

公示，现决定对表现突出的 19 级网络工程四支部等 31 个先进团支部，张

宇航等 315 名优秀共青团干部，邓玲玲等 403 名优秀共青团员，予以表彰，

现将受表彰的组织及个人公示如下。 

希望受到表彰的团员，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以此为新的起点，奋勇争先、

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学校团学工作增加新的活力。 

附件：1.2021-2022年度先进团支部名单 

2.2021-2022 年度优秀团干部名单、优秀团员名单 

                            

                              共青团成都东软学院委员会 

                                  二〇二二 r 年四月二十一日 

 

 

 

 

共青团成都东软学院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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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2022 年度先进团支部名单 
 

 

 

 

 

 

 

 

 

 

 

 

 

 

 

 

 

 

19级网络工程四支部 21级商务一支部 

20级计算机三支部 21级大数据管理二支部 

20级物联网二支部 21级信息系统二支部 

20级网络安全一支部 21级物流管理一支部 

20级大数据一支部 20级数字媒体艺术二支部 

21级计算机二支部 20级数字媒体技术五支部 

21级计算机十六支部 21级数字媒体技术一支部 

21级软件工程四支部 21级数字媒体技术六支部 

21级软件工程专升本六支部 21级工业设计二支部 

21级信息工程专升本四支部 21级数字媒体艺术六支部 

21级人工智能一支部 20级英语三支部 

19级市场营销一支部 20级英语七支部 

20级财务管理三支部 21级英语十支部 

20级人力资源一支部 20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一支部 

21级财务管理三支部 21级影视动画 1支部 

21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二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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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2022 年度优秀团干部名单 

张宇航 陈建铭 夏禹 邓艺 吴婷 蒋瑞 

张卓婷 赖浩 孙文轩 庄星宇 韦嘉 刘钇杉 

钟红梅 钱晨 张智立 陆俊喜 王丽彤 黄劲崴 

刘思齐 温诺琪 杜茹萍 魏兴湖 王思琪 陆锐 

程户雷 周艳玲 郑佳文 肖显浩 廖晓扬 代嘉豪 

黄挺 李鹏生 李鑫 姚悦 王文轩 刘依梅 

郑千辰 魏杰 闻玲 曲梓腾 程雯 李旭东 

胡娟 屈盼飞 胡家宝 贺雨欣 陈丽月 朱祥恺 

胡恩 鄢晶 刘芙群 郑昌璐 徐杰林 吴相燕 

刘雄杰 贾涵宇 柴智恒 赵鑫宇 尹新国 窦建新 

温雅诗 赵哲煜 肖艳 赵锦煜 王静 邓佳玲 

杨望 余明 钟胡琴 陈海涛 王路遥 黄文希 

胡一博 郑强壮 刘冉 王应 李贵雄 吴彩玉 

黄作丽 张文静 罗阳宇 李洋鹏 邱煜 陈奕诺 

贾思诚 桑茂杰 伍靖博 张宇航 杨佳钰 蔡显钰 

张胜雪 吴沂 张秦 周科任 刘芸辛 杨基云 

余艳 文亮 林垚 罗婷 杜学利 王佳龙 

罗鑫 梁宇翰 李欣悦 裴文奎 杨济 刘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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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杨震 胡海莉 赵沁 李泽文 谭晓倩 陈香林 

雷思雨 黄玉婷 许瀛 章欢 杨星雨 李慧君 

姚盛伟 何心雨 李治昂 付钰 邹孟呈 罗欢 

何洋 吴绍虎 邹婧雯 伍帅佳 张藐兮 卢佳瑜 

王富林 黄佳敏 余婧 李卓然 李镇洲 刘楠 

戴娜 郑艳敏 贺林静 钟依凡 郑惠丽 雷健 

邓洪丽 孙翰 孙韩林 李艺若 冯梓豪 刘潇 

王艳 刘勇 王雨 雷禹 尹国铭 程莉媚 

张恒嘉 汪杰 袁杨力 赵诗蕊 钟明朗 田志霖 

唐蓉 罗涪文 董治海 张鑫 何静 谭湘宁 

邓启洛 常明远 蒋豪杰 夏波 杨雨博 薛川江 

张盈 周怡汐 左峥嵘 廖靓 辛文瑞 陶甜甜 

李彤 万冉 胡佳雯 刘力源 何顺容 李欣怡 

郝永鑫 张代容 吕璐 文欢 张钰 郑焱容 

彭杰 罗亮 刘心怡 程港 孙军 左千驰 

陶藩月 高雅 张寒月 巫政 李月 雷云鹤 

梁旭桐 张黄润 李可 朱鑫仟 李可欣 凌运华 

张成焱 王佳俊 舒瀚 廖书华 许巧琳 张雨琦 

周静怡 毛志远 林汤隽 罗玲 周萌 王一婧 

杨洲 杨西雯 杨缘忆 邵率 邱爽 闵茹 



5 
 

余政伟 何芷怡 向怡玥 叶文鑫 黄思旗 许莹莹 

贺金菊 黄煋 段悦 郑香 刘禹希 王昕 

周雷 骆超 刘骋宇 袁宇轩 安俊颖 李梦瑶 

伍芷媛 曾勤 李亭 陈双杰 徐健 刘小璐 

焦阳 伍雪娇 唐贤 蒋欢 陈梦颖 周震 

李汶琏 杨洋 罗晓 谢松江 李汶芮 张巧 

肖东坤 王雪琪 卢益 张琴 向羽欣 王艾萍 

郑思颖 刘芸睿 王成兰 吉耍樱智 徐新蕾 王乐 

蒋昆玲 王思越 索艺丹 于湘涵 周迅 陈嘉源 

张月 邱云霞 黄霞 张思宇 程婷 罗莉 

刘燕吟 李迎嘉 刘雨萌 汪小艳 涂鸿宇 黄丽芝 

黄文秀 白一岑 熊六怡 陈珏秀 李冬梅 张申奥 

宋佳璐 王愉倩 张珈瑜 张伶如 袁媛 丁腾飞 

桑婧涛 胡勋 向邦彥 李信我 郑博文 王春燕 

杨奕 张潇雅 陈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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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优秀团员名单 

邓玲玲 邓诗艺 邓右元 郭姣 毛闻川 杨诗羽 

姚思旭 蒲雪梅 郭芮伶 陈渊 刘帅 唐静 

周俊霖 陈鹏举 冯灏 刘盈瑶 周子涵 陈鑫杰 

许江杰 李佳佳 李俊 王雨燕 刘亮 罗茂兵 

李冬惠 刁仕燕 陈媛媛 秦依 张匡文 陈晨 

刘傲霜 李俊豪 杨蒋婷 殷绍文 丁鑫 翁雨欣 

邓云峰 唐成杰 向玉林 杨博 杨卓 叶嗣林 

艾语萱 张晶珂 付祥龙 苟兴磊 刘陶陶 龚帅 

徐基哲 陈年 乔清逸 蒋艺欣 李敏 窦佳 

尹露伟 姬学琪 姚倩莹 李宏卓 马清婷 李根 

朱云飞 马成根 张涛 王锡 雷娩熔 张红姗 

李彩蝶 王森 任思琪 周睦宸 罗齐 张涛 

杨宗丽 余开琴 李颖 赵聪 瞿小晶 张瑜 

李泽灏 杨璞 李慧琳 赵小琳 阮若琳 周雪茹 

陈丽宇 蒋东荣 梁宇 文俊江 张晓倩 谢葵 

陈洋 陈思琪 徐玉贵 杨静 韩晨旭 熊颉星 

李丽佳 苏玥铭 徐川 王均广 施明强 王瀚蔚 

肖乾程 杜文韬 汪军臣 张俊蓉 杜欣蔚 郭欣烊 

彭胡淋 吴鹏 陈航 谢富林 邵将 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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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春耀 何易松 韦贵翔 张乐 周鹭 陈佳龙 

杨志云 陈维民 陈栎坤 王亚茹 欧阳清 邱珂欣 

俞镔芯 吴佳憶 雷亚茹 张何怡 曾学梅 姜嘉欣 

周竹 谭冬琴 杨帅 何韦颉 姜璐瑶 岳晓萱 

黄星月 文柳茜 张雨婷 陶梦萍 董珂怡 陈葳蕤 

屠玉 王娆 李雨珊 陶莉娟 赵北涵 汪子怡 

郑烨 徐同欣 贺燕 彭江蜀 戴丽娟 王雨佳 

余吉冬 李奕逢 黄心宇 熊玲巧 高敏 黄渊 

詹嘉鑫 杨娟 林玉莲 刘婉灵 吴梦琳 刘超凡 

张艺 雷佳晔 周含笑 罗金雨 周紫玲 常雪桢 

苏森 邓丽 顾航 张力丹 王世杰 王菲 

王海燕 吴玉书 肖彤 杨婷 游涛 谢莅 

黄鑫 刘瑶 陈自月 韩奕冉 朱洪平 刘念 

刘湘兰 唐蕾 张宇彬 代志龙 郑丹 王倩雯 

姚洁 龙星宇 刘畅 杨晓冬 周茂勤 刘用凯 

余治宏 罗欢 何宇 曾毅辉 汪俊宏 赵红丽 

曾琪鑫 杨睿祺 曾鹏恺 余璐 李昊 李姚煜 

王雪东 余秋月 王慧敏 许文稳 范立娇 赵琴 

曹兴燕 曾梦雨 邓雨 蒋杰 刘雨娇 罗小琴 

牟文 舒馨 余明源 唐晨程 董彧 张遥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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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舒 许静薇 金雪莹 杨桃 王兴川 赵鋆钏 

王文秀 黄翔伟 李清燕 唐文宇 杜灵燕 钟怡 

潘鑫晨 韩毓馨 李悦 曾林豪 周岚 王子良 

魏婷 沈雨桐 刘博文 李雯琪 谢翔宇 朱梦宁 

邓梦媛 黎睿洁 邹敏 徐巧云 徐莉雯 廖廷海 

侯相宇 周涛 李俊言 陆圆圆 陈颜 闫静 

杨丹 曾伟杰 侯晓惠 郑香 章桂凤 汪朝杨 

唐欢欢 廖梦琴 贾雨锡 林静 邹朋利 周卓越 

王晓燕 袁慧琳 张峯 李思静 杨启豪 李雅萌 

胡家宇 邓雪 梅晓宇 侯文雪 余腊梅 向丹丹 

陈虹 周湉 唐月月 黄钰 徐雅婷 饶建杰 

叶冰杨 张铭珊 吴楷骏 何鸿林 费欣宇 周洁瑶 

叶雨诺 蒋微微 杨曦 王艳玲 陈焯 徐孟霞 

袁玲茹 丁伟豪 李金凤 高家浴 刘姝妍 蒋佳怡 

于涵婷 胡颖妍 孙雪 罗红露 陈丹 胡承艳 

文露 陈宇婷 潘玖奕 胥佩东 徐莹 徐媛媛 

王心缘 池柏萱 陈丹 伊诺 王涵妍 范俐君 

吴骊容 杨妍 李舒宇 赵婉如 聂玺月 温胜男 

曹杨 陈艳杰 李珊珊 李莱 夏庭漫 洪家凤 

廖亦奇 龙羽 邱杰 华新艺 张馨尹 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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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琪 何汶妗 李恒 吴思佳 康静 李恒 

包娆 张梦瑶 柳雪蚓 夏容荣 王琴 何川洪 

谢林志 黄钰苹 陈锐杰 杨钰娇 王莉萍 刘星星 

蔡家如 张腾 黄钰苹 刘昌莉 曹梦雅 刘璐然 

蔡泽芸 唐小寒 范子豪 冯瑞 卢一博 刘族竑 

刘骁南 谢文君 徐芙蓉 张芯蕊 商富裕 任向东 

郑芝 张宇辉 曾李琪 赵梦洁 魏广奕 王圣凯 

张星越 刘彤 王子晗 张佳鑫 潘童童 李承翔 

贾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