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共青团先进个人（含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二级学院团委团干
部）公示名单（共184人）

序号 姓名 学号 先进个人奖项 所在团支部

1 黄怡瑜 18130121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801班团支部

2 李洁婷 18130118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1班团支部

3 罗美玲 1813010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1班团支部

4 卢佳 18130206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2班团支部

5 李妮 18130205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802班团支部

6 陈素 18130231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2班团支部

7 余明格 18130332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3班团支部

8 蒙慧慧 18130340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3班团支部

9 梁素麦 18130302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803班团支部

10 李浩然 18130441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4班团支部

11 黄少玲
18130428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4班团支部



12 蒋甫艳 18130414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804班团支部

13 徐孟延 18130412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804班团支部

14 黄桂湘 18040104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801班团支部

15 黄福佳 1804010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1班团支部

16 梁金铭 1804013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1班团支部

17 黄鑫 18040143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1班团支部

18 刘俊宗 18040240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2班团支部

19 马雪媛 18040204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802班团支部

20 张建敏 18040244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2班团支部

21 裴德富 18040320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3班团支部

22 刘圣 18040334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3团支部

23 林福伦 18040318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803班团支部

24 董金盈 18040407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804班团支部

25 黄湘梅 18040435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4班团支部



26 梁月海 18040408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4班团支部

27 郭美华 18040550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5班团支部

28 莫杞灵 18040516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805班团支部

29 陆海明 18040509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5班团支部

30 韦柳凤 18040547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5班团支部

31 岑焕清 18040613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806班团支部

32 李彪 1804061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6班团支部

33 苏红梅 18040649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6班团支部

34 林文连 1804061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806班团支部

35 蒋小源 19130147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1班团支部

36 李秀兰 19130116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1班团支部

37 韦海微 19130133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1班团支部

38 杨家雯 1913012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1班团支部

39 兰灵芝 19130152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901班团支部

40 张华芳 19130222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902班团支部



41 李潇 19130228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2班团支部

42 邹路遥 19130241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2班团支部

43 黄滢 19130342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903班团支部

44 刘燕芳 19130302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3班团支部

45 张海燕 19130317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3班团支部

46 李凤萍 19130318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3班团支部

47 岑美华 19130310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3班团支部

48 彭灵舒 19130427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1904班团支部

49 刘爱玲 19130447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4班团支部

50 刘诗瑜 19130440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4班团支部

51 卢嘉楠 19130401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4班团支部

52 韦晓敏 1913042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1904班团支部

53 马晓净 19040101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901班团支部

54 蒙妹婷 19040109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901班团支部

55 黄宝庭 19040108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1班团支部



56 李丽伟 19040126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1班团支部

57 罗赏 19040148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1班团支部

58 林晓欣 19040238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902班团支部

59 谢信 1904020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2班团支部

60 冯海林 1904023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2班团支部

61 韦宗宝 19040347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903班团支部

62 许忠华 19040346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3班团支部

63 梁振健 19040314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3班团支部

64 梁振健 19040314
二级学院

团委团干部
计应1903班团支部

65 梁水福 19130416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4班团支部

66 梁敏玲 19130416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4班团支部

67 陈宝芬 19040547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1905班团支部

68 黄小庆 19040542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5班团支部

69 梁普兴 19040532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5班团支部

70 李美玲 19040535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1905班团支部



71 黄唯依 19610108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1901班团支部

72 黄玲 19610113 优秀共青团干部 视觉1901班团支部

73 周泳琪 19610124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1901班团支部

74 尹华琳 19610212 优秀共青团干部 视觉1902班团支部

75 黄雪儿 19610219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1902班团支部

76 金智恒 19610209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1902班团支部

77 陈妃瑜 19620112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1班团支部

78 蒋琳涓 19620107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1班团支部

79 韦珊珊 19620121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1901班团支部

80 李欣欣 19620223 优秀共青团干 室内1902班团支部

81 李钊年 19620225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2班团支部

82 赵秋念 19620237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2班团支部

83 谭丽 19620229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2班团支部

84 陈莎莎 19620334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1903班团支部

85 卢玉芝 19620314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3班团支部



86 龙昌娟 19620331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3班团支部

87 李建英 19620422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4班团支部

88 麦丽霜 19620407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1904班团支部

89 黄敏旋 19620435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1904班团支部

90 龚丽盈 20130153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1班团支部

91 倪洁 20130150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1班团支部

92 陆芝莉 20130353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2003班团支部

93 林小焕 20130334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3班团支部

94 钟胜美 20130328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3班团支部

95 黎秋霜 20130327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3班团支部

96 蒙柳幼 2013042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4班团支部

97 帅丹 2013041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4班团支部

98 韦兰红 20130438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4班团支部

99 凌嘉健 20130528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2005班团支部

100 黄洁 20130502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5班团支部



101 冯洁怡 20130653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2006班团支部

102 冯洁怡 20130653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6班团支部

103 覃恩 20130716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2007班团支部

104 周进荣 20130727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7班团支部

105 何贤华 20130701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7班团支部

106 郭彬宇 20130855 优秀共青团干部 广告2008班团支部

107 王冬芸 20130817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8班团支部

108 张小惠 2013081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8班团支部

109 龙金霞 20130909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9班团支部

110 陈镜如 20130952 优秀共青团员 广告2009班团支部

111 岑柳莹 20040154 优秀团干部 计应2001班团支部

112 吕秀平 20040147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1班团支部

113 陆倩宇 20040148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1班团支部

114 黎海利 20040138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1班团支部

115 刘章茵 20040205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2班团支部



116 冯恩华 20040217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2班团支部

117 黄琼慧 20040220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2班团支部

118 韦彬婷 20040309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3班团支部

119 覃翠 20040315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3班团支部

120 周慧斌 20040335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3班团支部

121 郑燕坚 20040336 优秀共青团 计应2003班团支部

122 李佩 20040310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3班团支部

123 杨志圣 20040430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4班团支部

124 郭金泉 20040409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4班团支部

125 李昭衡 20040433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4班团支部

126 李卡 20040454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4班团支部

127 冯一彬 20040440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4班团支部

128 梁华夏 2004043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4班团支部

129 韦青炎 20040505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5班团支部

130 李正宇 20040507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5班团支部



131 杨洋 20040619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6班团支部

132 谭芳愉 20040636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6班团支部

133 莫觐瑜 2004061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6班团支部

134 巫榕妹 20040601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6班团支部

135 庞美玲 20040757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7班团支部

136 谢海萍 20040708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7班团支部

137 黄敏静 20040856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8班团支部

138 黄家椿 20040824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8班团支部

139 宣晓燕 20040910 优秀共青团干部 计应2009班团支部

140 林芳 20040946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09班团支部

141 李寿贞 20041009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10班团支部

142 覃肖利 20041048 优秀共青团员 计应2010班团支部

143 陈婧欣 20610105 优秀共青团干部 视觉2001班团支部

144 温洁婷 20610127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1班团支部

145 黄明欢 20610147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1班团支部



146 黄小芳 20610250 优秀共青团干部 视觉2002班团支部

147 叶攀 206102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2班团支部

148 谢林燕 206102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2班团支部

149 莫兰睿 206102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2班团支部

150 黄俊树 20610336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3班团支部

151 班荣瑜 20610321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3班团支部

152 蓝容珍 20610313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3班团支部

153 潘敏敏 20610406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4班团支部

154 黄光雄 20610409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4班团支部

155 陈素怡 20610515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5班团支部

156 钟心雨 20610545 优秀共青团员 视觉2005班团支部

157 孔雪铭 20620152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1班团支部

158 唐新灵 20620135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1班团支部

159 唐琼武 20620138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1班团支部

160 卢昌水 20620243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2班团支部



161 杨玉卿 20620248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2班团支部

162 李书汉 20620226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2班团支部

163 杨玉卿 20620248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2班团支部

164 杨彩艳 20620320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3班团支部

165 黄华锋 20620307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3班团支部

166 陆柔 20620322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3班团支部

167 吴季娟 20620301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3班团支部

168 杨诗燕 20620347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3班团支部

169 谢咏容 20620436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4班团支部

170 赖桔 20620410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4班团支部

171 陈天琳 20620423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4班团支部

172 肖新霞 20620502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5班团支部

173 古莹莹 20620505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5班团支部

174 陈睿敏 20620533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5班团支部

175 黄紫洁 20620528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5班团支部



176 韦彩叶 20620609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6班团支部

177 覃佳保 20620746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7班团支部

178 冯逸涵 20620726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7班团支部

179 黄家焕 20620703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7班团支部

180 刘湘湘 20620705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7班团支部

181 杨晴 20620831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8班团支部

182 钟祖珊 19130416 优秀共青团干部 室内2009班团支部

183 袁心 20620947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9班团支部

184 伍洋洋 20620946 优秀共青团员 室内2009班团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