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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发[2021]20 号

关于表彰 2021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及志愿服务优秀个人与集体的决定

根据校团发〔2021〕12 号 《关于开展 2021 年成都东软学院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评优的通知》文件规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经校团委、校学生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评选、公示，现决定，授予张思

宇等 10 名同学“十佳志愿者”称号、张宝玲等 70 名同学“优秀志愿者”称号、

熊玲巧等 28 名同学“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称号、李思燃等 22 名同学“疫

情防控优秀志愿者”称号、青年志愿者协会等 5个组织“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称

号、亲情队等 5支队伍优秀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服务队称号，并进行表彰。

（详细名单见附件，排名不分先后）。

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恪守“精勤博学，学以致用”的校训，

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广大同学学习身边模范，完

善自身素质，投身社会实践，在学习中成长，在实践中成才，力争早日成为合格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共青团成都东软学院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共青团成都东软学院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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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志愿者

张思宇 商务英语 19201 罗崔悦 大数据 20201

封 玲 工业设计 19201 周可涵 大数据 20201

陈倩 数字媒体技术 19203 张诗音 电子商务 20201

黎睿洁 动画 19202 栾永康 数字媒体技术 20201

高海军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9201 覃青青 市场营销 20201

优秀志愿者

张宝玲 英语 20208 薛川江 财务管理 19204

黄心宇 电子商务 20203 陈永涛 信息系统 20201

曾 勤 数字媒体技术 19203 吴 鹏 大数据 20102

熊玲巧 电子商务 20202 韦 丽 电子商务 20202

杜坤霖 计算机 20208 黄玉茹 财务管理 20201

梁宇翰 计算机 20201 赵诗蕊 信息系统 20201

唐 昊 大数据 20201 梁柏元 计算机 20204

周科宏 大数据 20203 黄 霞 商务英语 20202

王 勉 医学信息工程 20201 付平健 计算机 20213

朱鑫仟 动画 19202 代玉梅 信息系统 20201

唐 怡 医学信息工程 20201 陈 航 计算机 20201

安俊颖 数字媒体艺术 19201 赖培蓥 财务管理 20201

李小蝶 财务管理 20202 文彬彬 英语 20203

李梓源 大数据 20201 张 璐 英语 20208

彭 婷 人力资源 19202 王又葵 信息系统 20202

姐姐玛 艺术与科技 20201 罗 鑫 信息工程 19202

黄 杰 大数据 20201 蔺書榕 工业设计 20201

夏荔虹 电子商务 20202 曾运涛 电子商务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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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芳 数字媒体技术 20206 李姚煜 电子商务 19201

向守万 信息系统 20202 韦贵翔 信息系统 20201

杨 淼 英语 20202 任丽萍 人力资源 18201

张宇彬 信息系统 20201 刘涛祥 信息系统 20201

俞镔芯 财务管理 20101 沈 巍 动画 19202

何良华 医学信息工程 20201 熊海雁 英语 20202

王 源 医学信息工程 20201 夏钟丽 电子商务 19201

管美琪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 何 鑫 信息系统 19203

文 硕 医学信息工程 20201 刘雨萌 商务英语 19201

谢富林 计算机 20213 田纪程 信息系统 20201

罗贵鸿 信息系统 19201 王艺华 英语 20203

胡丁珏 英语 20203 何 妍 信息系统 20201

夏 波 信息系统 19201 姚盛伟 财务管理 20101

文 红 英语 20207 蒋东荣 大数据 20203

吴宇申 医学信息工程 20201 周大鹏 计算机 20201

朱彦行 医学信息工程 2020 曾宇函 计算机 20201

向钊梅 英语 20206 许兴媛 艺术与科技 20201

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

熊玲巧 电子商务 20202 黄 霞 商务英语 20202

黄 渊 电子商务 20201 翁殿馨 工业设计 19202

梁柏元 计算机 20204 杨 骏 人力资源 19201

王 婕 市场营销 19201 孙慧铭 动画 19204

周子涵 计算机 20208 陈智宇 计算机 19206

夏 禹 信息工程 19202 韩知耘 动画 20202

杨 爽 动画 19201 贺金菊 动画 20202

吴思佳 英语 20202 陈梦颖 日语 19203

蒋 欢 英语 19201 杨 淼 英语 20202

唐晓芳 数字媒体技术 20206 刘雨萌 商务英语 19201

杨 航 市场营销 20201 陈栎坤 信息系统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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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倩 物流管理 19201 高 敏 电子商务 20201

高海军 信息系统 19201 张思宇 商务英语 19201

俞镔芯 财务管理 20101 夏荔虹 电子商务 20202

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

李思燃 市场营销 21301 王 笑 市场营销 20201

于涵婷 英语 20205 蒋 欢 英语 19201

赖培蓥 财务管理 20201 禹智华 软件工程 19203

陈 倩 数字媒体技术 19203 王亚茹 财务管理 20101

汪祺祺 市场营销 19201 骆 超 动画 20205

蒋一帆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 王 悦 动画 20205

帅 佳 数字媒体技术 20205 张 莹 动画 19202

邓鸿伟 软件工程 21305 薛川江 财务管理 19204

甘卿玲 财务 19101 张 涛 软件工程 21304

张 进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 张慧敏 财务管理 21201

吴沁霞 物流管理 21302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社团联合会

青年志愿者协会

外国语学院团委

成都东软学院学生会

信息与商务管理学院团委

优秀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服务队

亲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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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青队

初心实践团

东软青年“蓉筑城宜”队

“东软青年”朝阳社会实践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