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共青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0 年度最美团支部书

记、优秀团支部、优秀团干、优秀团员名单 

 

一、最美团支部书记 

 

 

 

 

 

 

 

 

 

 

 

 

 

 

 

 

 

 

 

 

二、优秀团支部 

传媒与设计学院（7）个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传播与策划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传播与策划二班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

室内设计二班团支部 

传媒与设计学院（3）人 

代雨竹 李倩南 

周玉婷  

电气工程学院（2）人 

刘俊良 何家乐 

管理学院（2）人 

张智贤 罗颖 

互联网学院（1）人 

陈子龙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3）人 

徐晓龙 杨全 

王鑫  

建筑工程学院（3）人 

方申奥 陈思煜 

郭陈园  

交通运输学院（1）人 

谷雨浓  

     商学院（2）人 

周建强 蔡陈琛 

     食品与环境工程学院（2）人 

马小婷 张文莉 

    信息工程学院（3）人 

王乐 刘美凤 

祝庆克  



 

一班团支部 团支部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室内设计一

班团支部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室内设计三班团

支部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

服装设计一班团支部 

传媒与设计学院

20 级工业设计团

支部 

  

电气工程学院（6）个 

20 电气一班 20 电气二班 20 机电三班 

20 机电四班 20 机器人一班 20 机器人二班 

管理学院（7）个 

18 级会计六班 19 级旅游管理三班 19 级会计七班 

20 级会计五班 20 级会计六班 20 级会计七班 

20 级会计九班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5）个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 2020 级新能源

汽车技术一班团支

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 2020 级机械设计

与制造班团支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20 级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二班（五年

制） 团支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 2020 级汽车检

测与维修技术三班

团支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 2020 级模具设计

与制造三班团支部 

 

建筑工程学院（8）个 

20 造价一班 20 造价二班 20 物管班 

19 造价三班 19 物管班 19 建工二班 

19 造价四班 19 建工四班  

商学院（6）个 

20 级电子商务一

班 
20 级电子商务三班 20 级市场营销一班 

20 级市场营销二

班 
20 级物流管理一班 20 级物流管理二班 

食品与环境工程学院（5）个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

验专业 2020 级一

班团支部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

验专业 2020 级二班

团支部 

园林技术专业 2020 级

一班团支部 

园林技术专业 园林技术专业 2020  



 

2020 级二班团支

部 

级三班团支部 

信息工程学院（7）个 

20 移动互联团支

部 

20 计算机应用五班

团支部 
20 物联网二班团支部 

20 软件二班团支

部 1 班团支部 

20 虚拟现实团支部

2019 级 5 班团支部 
20 软件三班团支部  

20 物联网一班团

支部 
  

智能制造学院（1）个 

20 级无人机 3 班

团支部 
  

 

三、优秀团干 

传媒与设计学院（15）人 

李倩南 张祖芝 林政 陈博 陆冉 

叶壮文 张文静 马正龙 郭意洁 段得祥 

贾宣明 王家豪 汤夜雨 周晨雨 金智杰 

电气工程学院（14）人 

王超 曹志 耿志宏 赵旭 谢祖峰 

王子迪 陈嘉政 霍彪 唐怀赐 林忠意 

曹明宇 范永航 李桂宇 王文宇  

管理学院（18）人 

张荣烁 符珈铭 黄小乐 陶文雅 李国光 

雷萱 许少林 蒋瑶 李陈雪 金零一 

许艺萍 储玉 朱梦晴 汪雪雪 徐得欢 

于佳伟 徐恩重 胡晓培   

互联网学院（12）人 

戴礼伟 王硕 吴苏钰 尹滢滢 李蕴成 

陈发荣 牛雪晴 强法文 张万情 王明娟 

刘成星 程英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17）人 

卢宇航 徐勇辉 王鑫伟 杨文礼 徐兵 

章国庆 冯豪 魏义龙 刘庆强 余学远 

张天宇 于孟奇 贾皓琦 邹晓强 陶国庆 



 

陈家鑫 戴传乐    

建筑工程学院（22）人 

陈康 毛云浩 满文静 李玉 刘悦 

段端水 王猛 樊志文 李翔 鲍简爱 

童文静 徐欣泽 孙佳乐 张瑞 顾靖 

袁欣 潘高天 陈思煜 周浩天 李玉林 

郜岩嵩 程凯    

交通运输学院（13）人 

程艳丽 高然然 蒋幸萍 解并杰 马朗 

汤天赐 童子怡 郑宇群 白思宇 焦福磊 

张龙 张圆圆 陈闰之   

商学院（16）人 

陈茂骏 朱敏 朱俊杰 孙梦宁 姚运雯 

李汉妮 高婷 魏君 胡海芳 张欢欢 

管梦琴 尤宗远 洪依兰 马广祥 曹传龙 

康宁宁     

食品与环境工程学院（12）人 

王猛 王得志 鲁翔 王立庚 张梦云 

陈港 纪雨馨 王贺贺 黄思琪 王帅 

卓琼琼 邱佳玉    

信息工程学院（22）人 

朱仁杰 王金昭 曹快快 褚慧妹 苗振学 

江克辉  张清 刘士杰  江佳乐 徐浩 

李梦敏 李杰 汪琪琪 罗呈伟 郁明 

董澳龙 柳承 周璇璇 赵佳俊 胡玉欣 

唐雪文 李晨芳    

智能制造学院（1）人 

薛泽厚     

 

四、优秀团员 

传媒与设计学院（43）人 

单跃 胡彬 吴坤 李佳睿 操冰慧 

刘宁 王思思 耿畅江 张庆林 刘越 

华新颖 陆冉 张静 花宇 马龙飞 



 

汪雯君 张明明 邓诗鑫 曹一一 王淑娟 

程梦杰 管胜兰 吴迪 周欣茹 赵明阳 

张晶晶 王泽文 方佳蓉 吴德山 邢婷婷 

张婷婷 郑慧霞 吴悦 肖心悦 王敏聪 

陈浩楠 程思远 田梦梦 时光玉 胡梦月 

李思雨 荀梦雪 李静 孙席席  

电气工程学院（34）人 

石根 王家瑞 刘国宝 李田田 徐志骏 

吴强强 余世洁 张爽 黄文昊 唐成志 

刘健宝 王祥 陈志强 李春保 李梓豪 

于海波 李旭 李向阳 陆朝暾 邓榕 

苏旺 赵晓龙 娄志杰 韩红怀 张金龙 

吴义达 李振 张广飞 黄健康 王紫文 

郭宇翔 阮东东 王正男 杨  灿  

管理学院（74）人 

樊若楠 张保艳 徐雯 吴雪倩 段爱萍 

张梦齐 金发明 余帆 张雯艳 李永珍 

温亚如 翁怀艳 胡维莹 周婷梅 刘恒莉 

杜多丽 李娜娜 蒋雨晨 罗延叶 靳雨 

方红星 赵情 陆苗苗 徐天悦 涂青颖 

胡春晓 陈梦月 张智贤 葛子怡 周雨晴 

金敏 刘梦雨 马学菁 杨家欣 周忠薇 

高晓雅 马东梅 赵家乐 王梦洁 任杰 

柯梦楠 黄宇 宋振影 刘倩 李雪丽 

杜丽 刘灵 王慧 李江明 桑璐璐 

朱芷惠 刘婉雨 程马玉 姜凯悦 刘嘉康 

朱家雯 潘旗 程梦丽 孙艳林 俞梧春 

胡佳佳 王鑫 王宝玉 张梦晴 李雪然 

彭怡梦 田欣盼 王润杰 李悦 庞亚琪 

马骏 孙星宇 崔书凡 宋甜甜  

互联网学院（10）人 

王梦想 王紫晴 张明利 马士保 张嘉欣 

周素侠 张小雪 程英 胡玉李 杨飞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38）人 

张滨川 张祯 王旭 张磊磊 鲍海林 



 

王谋辉 张超杰 陆中央 董丛林 朱宾 

汪斯棋 张越云 胡海 李世海 陈龙水 

李阿龙 操成 张茂胜 李新伟 郭科技 

窦宇 杨建国 祖创智 田筱 庙明雨 

张钱忠 强迪迪 方祥龙 饶江文 苏显伟 

孙俊武 程亚晴 陈鹏 王永恒 许清汶 

徐辉 张福云 王家辉   

建筑工程学院（60）人 

黄国强 梁瑾 马文波 方园 徐承功 

崔东东 胡晓宝 冯明星 王梓义 张文龙 

谷雨娟 张婧雯 方恒文 信梦洁 杨顺涛 

彭玮豪 刘宇航 刘坤鹏 司人杰 田茂山 

奚石磊 陶冰冰 徐天浩 张帅 尚小龙 

徐鹏飞 邱发强 李忆 牛孝康 薛慧 

吴国怡 王丽蓉 肖泽宇 薛子晨 胡兴龙 

王雨欣 李泽泉 李文静 孙多文 唐文武 

王江龙 丁傲龙 史月月 胡晓松 吴金文 

桑晨 韩超 张明洋 饶军强 范征 

张宇轩 崔澳宇 李朝阳 杨祎 刘晓宇 

赵伟 李永琦 李世龙 马宇翔 魏亚 

交通运输学院（24）人 

白晓宝 曹雪驰 陈龙妹 陈倩倩 陈祉涵 

程怡 韩俞希 解孟然 孔雪 时雯慧 

陶林霞 王帅强 王晓旭 吴迪 徐婷 

杨少华 杨温文 张航 张鹏 张少华 

张子豪 朱秋亭 朱艳 尹文才  

商学院（50）人 

王雅丽 吴盈盈 吴菲 徐海莲 张光景 

薛邱天 高秋娟 金婷 廖玉 古明凤 

水舒佟 计小岚 陈琦伽 韩向楠 刘家宝 

楼思涵 江晨 袁芮 陈前 张士海 

周雨萱 朱金洁 王帆 潘源 邓香玉 

曹娇娇 刘鸣宇 姜懿姗 丁露 冯海洋 

程慧琳 马梦杰 李玲 程雅 吴优 

杨荣 魏莉 都冰燕 邓梦瑶 孟佳文 



 

李文静 李博 王文程 贾少芳 白进浩 

盛素芳 慕明 谢敏 强星 方婷 

食品与环境工程学院（29）人 

裔田磊 孙林 刘子成 盛佳佳 井宇涛 

强梦婷 徐静 马永顺 孙伟 王凯雯 

陈玲 白善宇 孙文文 阮兆敏 朱灵 

马兴禹 张倩倩 侯素贞 奚志鹏 章婷 

陈子昂 方梦男 刘香文 赵婷 包云 

高烁 程佳锋 黄青青 邱佳玉  

信息工程学院（57）人 

李沙妮 陈鑫 王子俊 吴祥 王宏 

马歆璐 张龙 韩欣悦 徐亚婷 朱鹏 

邵贤 程乐 何露 朱附马 童延绅 

彭雪影 魏露露 于淼 高翊钧 贺勇男 

钱锦 张弛阳 张彬彬 刘成龙 郭营营 

左文韬 陈振辉 陈韩冰 谢劲豪 张宇婷 

陆昭华 朱祥雨 耿紫佳 薛锦锦 周芝玲 

姜帅帅 窦亚启 张传鹏 张世龙 崔奥 

王新宇 尚阳 张笑 耿唐珞 时闯 

赵岩 童娜娜 陈春雷 刘雨晴 孙怀天 

汪文龙 魏家乐 王情云 柏雨婷 王南南 

陈梦雪 汪湘湘    

智能制造学院（5）人 

闫学雯 贡雅茹 杨子晟 檀毅干 王馨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