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东软团发[2020]17 号 

关于表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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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成东软团发〔2020〕14号 《关于开展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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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协会和校学生会评选、公示，现决定，授

予黄筱萱等 10 名“十佳志愿者”，邱小丹等 50 名“优秀志愿者”，余天骄等 19

名“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何鑫等 20 名“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授予勤

工助学中心等 4 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艺心队暑期社会实践队“优秀暑期社

会实践三下乡志愿服务队”进行表彰（详细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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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共青团成都东软学院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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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志愿者 

黄筱萱   电子商务 18202 

余  烨   信息系统 19203 

李越明   软件工程 19202 

侯东生   软件工程 19202 

朱鑫仟   动画 19202    

苟兴磊   网络空间安全 19202 

何佳敏   软件工程 18203 

胡  迪   英语 19205 

江  燊   信息系统 18203 

严静茹   英语 19206

 

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 

 

何  鑫  信息系统 19203 

雒  俊  软件工程 19204 

张瑛铭  网络工程 19202 

封  玲  工业设计 19201       

黄  梦  资产评估 19202 

罗孝权  软件技术 19101 

李娇娇  日语 17202 

鲜富有  信息系统 18203    

蒋万松  信息系统 19204           

杨  宁  软件工程 19205 

陈亭宇  动画 19204    

甘  波  信息系统 18201 

郑  雪  人力资源管理 18201 

杨  惠  英语 18204    

岳雯婷  英语 19201    

刘雨萌  商务英语 1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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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宇琦  电子商务 19202    

罗  晓  英语 19206    

丁永俐  英语 18201    

罗美婷  物流管理 19201 

 

 

优秀志愿者 

 

邱小丹  网络空间安全 19202 

苟兴磊  网络空间安全 19202 

孙欣薇  资产评估 19201 

张思宇  商务英语 19201 

李晓艳  商务英语 19201 

蒋佩玲  日语 18201 

敖亚婷  物流管理 18202 

黄佳浩  信息系统 17202 

蒋婷婷  信息系统 18201 

李越明  软件工程 19202 

林志豪  信息系统 18201 

刘娅丽  人力资源 18202 

龙润林  信息系统 18201 

潘  龙    软件工程 19202 

蒲必娟  英语 18204 

吴梦琳  电子商务 19204 

向月玲  日语 19202 

陈  倩    数字媒体技术 19203 

黄筱萱  电子商务 18202 

饶  源    工业设计 19201 

侯东生  软件工程 19202 

朱鑫仟  动画 19202 

邹艳苹  英语 19202 

袁晓玲  动画 1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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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丹    人力资源管理 18202 

余  烨  信息系统 19203 

张浙枫  软件工程 19202 

赵纯彬  财务管理 19201 

赵钰洁  财务管理 18201 

陈阳阳  动画 19206 

刘思洋  商务英语 19204 

张傲彬  工业设计 19202 

杨红梅  电子商务 19201 

张成燚  动画 19205 

何  浪  软件工程 19203 

王天赐  软件工程 19203 

胡  迪  英语 19205 

黎睿洁  动画 19202 

严静茹  英语 19206 

刘  瑶    人力资源管理 19201 

陈  媛    信息工程 18202 

李竹苑  信息工程 18202 

张  莹  动画 19202 

伍丽颖  信息工程 18202 

李金山  动画 19202 

陈  晨  物流管理 18320 

王星洋  软件工程 18204 

孙鹏飞  软件工程 19202 

封  玲  工业设计 19201 

吴佳敏  商务英语 18203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勤工助学中心 

青年志愿者协会 

信息管理系学生会 

信软系分团委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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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 

余天骄    英语 19203 

肖进军    信息系统 19201 

熊丽红    商务英语 19202 

王  蔚    英语 18204 

王泉月    软件工程 19201 

李  恬    网络工程 18201 

彭  敏    动画 19202 

张迅嘉    大数据 18202 

王  婕    市场营销 19201 

何冬旭    软件技术 19101 

温  朗    日语 19201 

曾世沛    物流管理 19201 

唐赟涵    艺术科技 19203 

张谷月    电子商务 19201 

李  瑶    市场营销 19202 

张皓瑞    网络工程 18201 

李盈盈    大数据 19201 

程义洪    数字媒体技术 18205 

张何怡    财务管理 19201 

 

优秀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志愿服务队 

 

艺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