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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文 件
广商院团字〔2019〕72号

关于表彰学院第十四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

获奖个人的决定

各系团总支，各学生社团、各班团支部：

为弘扬社团文化，展现社团风采，展示社团魅力，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时尚、奋斗、青春的校园文化氛围建设，

同时通过丰富的社团活动让广大学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9年10月至11月，学院举

办了第十四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本届学生社团文化节以“交织社团情，共筑复兴梦”为主题，

融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于一体，坚持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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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导向，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服务，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此次活动中，广大同学及兄弟院校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的

校园文化氛围，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优秀作品，推动了校园文

化活动的深入开展。经研究，决定对在本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希望受表彰的同学再接再厉，

不断取得新成绩。学院学生要向受到表彰的同学学习，努力进取，

为进一步活跃校园文化氛围，不断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作出新的

贡献。

附件：第十四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获奖个人名单

共青团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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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四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获奖个人名单

（共计208人）

一、“我爱我的祖国”摄影作品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杨 雪 会计1917班

二等奖：唐晓晴 营销1801班 谢秋先 工商1810班

三等奖：韦典秀 酒店1803班 黄渝顺 工商1803班

邱锡聪 广策1801班

优秀奖：吴 桐 电商1905班 蒋迪纯 会计1801班

冯小栩 会计1905班 周游斌 广告1801班

梁钟壬 工商1813班 李柳连 会计1903班

黄星艳 工商1813班 李梦冰 会计1816班

邱小凤 工商1803班

二、“国在我心”PPT 设计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黄丽芸 营销1804班 覃凤美 营销1804班

陆佳眉 营销1905班 蒙庆稳 营销1902班

二等奖：易冰冰 营销1801班 黄小依 营销1802班

李家文 营销1802班 韦宇苗 营销1802班

覃 涵 会计1920班 唐宗圣 会计1920班

三等奖：何梦婷 物流1803班 钟德媚 物流1803班

李爱兰 工商1901班 刘增妮 工商1901班

袁秋兰 工商1901班 江冬冬 工商190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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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贵鑫 营销1904班 张文杰 营销1904班

优秀奖：覃晓婷 工商1809班 陈志柔 工商1809班

周兰珍 工商1809班 许海春 工商1809班

方雨玲 工商1905班 卢克媚 物流1904班

林春梅 物流1904班 廖美凤 物流1904班

凌卫莲 物流1904班 李 雪 工商1813班

庞莹莹 工商1813班 黄煦涵 工商1813班

刘佳林 工商1803班 李丽萍 工商1803班

潘鸿萍 工商1803班 覃健群 工商1803班

三、“瑜你相遇，逐梦无惧”瑜伽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蒋尚兰 会计1810班

二等奖：王 思 物流1901班 刘亭君 工商1808班

三等奖：覃晶晶 广策1802班 唐海莲 会计1905班

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陈品荣 工商1812班 张雪茜 工商1812班

罗贤济 工商1812班

二等奖：毛满婷 财管1804班 陈长茂 财管1804班

陈治燕 工商1813班 宁露露 财管1804班

徐辉耀 财管1806班 覃彩辽 财管1806班

三等奖：陆应师 工商1905班 邓晓培 工商1905班

黄诗豪 工商1905班 卢丽名 工商1801班

冯春萍 会计1803班 卢春林 工商180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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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慧 工商1801班 谢秋先 工商1810班

邓濠楷 工商 1802班

五、英语口语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骆 胤 会计1918班

二等奖：陆丽亚 电商1905班 张 雨 互金1903班

三等奖：陆海玲 互金1903班 宁偲彤 会计1817班

黄丽珍 工商1909班

优秀奖：李玉翠 会计1809班 庞慧娟 财管1908班

李水丽 电商1905班 李水媚 广策1901班

刘广莹 财管1904班

六、“敲出世间的精彩”打字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许永强 计应1902班

二等奖：石启斌 计应1801班 朱彦杰 会计1814班

三等奖：李俊东 计应1902班 黄 磊 会计1901班

韦徽先 互金1902班

优秀奖：李 乐 视觉1902班 钟佳巧 会计1801班

覃乙哲 广告1804班 唐琪均 物流1802班

七、“遇见，情书”作品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卢 寒 会计1906班 李显君 酒店1803班

梁丽林 工商1907班

二等奖：练雨欣 广策1902班 廖燕红 广告180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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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丽名 工商1801班 杨巧颖 广策1801班

覃美婷 会计1910班

三等奖：梁水福 计应1904班 金琪美 工商1801班

吴元纯 电商1903班 韦 露 互金1903班

韦淦坤 营销1801班 吴荣媚 会计1917班

刘治河 会计1905班 梁琼文 工商1812班

刘锦灿 工商1902班 朱育琼 工商1801班

王 靖 工商1804班 邱小凤 工商1803班

八、棋艺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黄友才 会计1908班 艳 娟 工商1911班

二等奖：黄星焯 会计1906班 莫元督 工商1909班

李家豪 工商1909班

三等奖：莫安琪 工商1902班 翁权明 物流1901班

黄诗豪 工商1905班

优秀奖：苏振琪 营销1901班 蓝莹莹 工商1911班

黄金玲 工商1801班 张振文 工商1903班

钟 婵 会计1801班 谢仪嘉 会计1801班

黄春龙 会计1920班 龙海杜 工商1920班

九、“团结杯”气排球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陆冬连 酒店1804班 覃诗仪 营销1806班

蒙威福 营销1801班 周 维 营销1805班

黄港钊 营销1801班 覃振福 营销180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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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李浩然 广告1804班 黄嘉良 广告1804班

覃乙哲 广告1804班 覃相福 广告1804班

徐孟延 广告1804班 覃郑妮 广告1804班

陈晓龙 广告1804班 黄少玲 广告1804班

韦 微 广告1804班

三等奖：黄莉梅 工商1813班 罗舒幻 物流1804班

秦杰雄 营销1805班 卢安成 物流1804班

莫绪业 营销1805班 王楠琳 工商1804班

韦武雷 广告1803班 李港豪 广告1803班

张 可 广告1803班 蒙慧慧 广告1803班

蓝杰琪 广告1803班 何艳香 广告1803班

十、“趣羽杯”羽毛球比赛获奖名单：

男子单打：

一等奖：罗春文 酒店1903班 覃学颖 工商1901班

韦卓臣 计应1901班

二等奖：韦徽先 互金1902班 唐宗圣 会计1920班

杜嘉璐 酒店1903班

三等奖: 黄 金 酒店1902班 阮新浦 计应1904班

女子单打：

一等奖：文 欣 工商1911班 黄兰清 会计1907班

马冬雪 会计1904 班

二等奖：蒙银磊 会计1916班 何艳朝 物流1904班

庞慧娟 财管190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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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庞家容 会计1904班 罗丽婷 营销1906班

十一、“王者时间”王者荣耀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黎建梁 工商1801班 丁沛政 计应1805班

唐辉榜 计应1805班 梁劲兢 计应1806班

范敏敏 广策1801班 陈 锐 会计1806班

二等奖：江鸿冬 工商1904班 侯志成 工商1907班

刘振宇 会计1905班 方志锋 会计1908班

朱荣磊 物流1904班

三等奖：余思康 物流1802班 姚宁宇 物流1801班

吴承营 物流1801班 兰 翔 物流1801班

易增耀 物流1801班 邓日玲 会计1816班

许明茵 会计1816班 沈雅倩 会计1816班

吴金灿 互金1804班 江雯丽 会计1816班

十二、“不忘初心跟党走，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演讲比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廖田玉 财管1909班

二等奖：陈裕欣 会计1915班 蒙南生 营销1903班

三等奖：梁翠清 工商1806班 覃宁宁 酒店1902班

蒋舒婷 财管1901班

优秀奖：温富良 营销1806班 陈高静 会计1809班

黄翠萍 财管1903班 刘春霞 互金180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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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文化艺术节新生轮滑交流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梁朝娴 会计1819班

二等奖：樊琪敏 会计1903班 韦连斌 会计1815班

三等奖: 吴 芳 工商1911班 龙昭良 电商1905班

共青团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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