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所在团总支 所在团支部

邓鹏程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7级计算机应用技术4班团支部

鄢成宇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7级高速铁路客运乘务班1班团支部

杨星美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高速铁路客运乘务4班团支部

熊兆强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5班团支部

王乾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3班团支部

刘祥玲 医护学院团总支 2017级老年服务与管理1班团支部

俞敏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高速铁路客运乘务3班团支部

龚亚琴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4班团支部

严小琼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6班团支部

何诗琳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3班团支部

毛华巧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0班团支部

刘星欣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会计1班团支部

蒋颖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班团支部

候诗雨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会计1班团支部

刘香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6班团支部

曹晓霞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工商企业管理1班团支部

赵小韩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8级工业机器人1班团支部

申化梅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徐伟哲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张福燕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7级学前教育3班团支部

王美琳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9班团支部

张永佳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7级金融管理1班团支部

沈茂兰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会计2班团支部

朱珊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5班团支部

侯冰冰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4班团支部

曹慧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3班团支部



罗茂莎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7级物流信息技术1班团支部

万玉林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6班团支部

张倩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会计1班团支部

赵雨涵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8级建筑设计（装饰装潢）2班团支部

蒋婷婷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市场营销班团支部

李欢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9班团支部

泽拉卓马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胡云飞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8级汽车运用与维修5班团支部

任薪豫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数字媒体应用技术1班团支部

张宇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数字媒体应用技术1班团支部

张红梅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4班团支部

罗杉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5班团支部

李婷婷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6班团支部

何云华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3班团支部

杨  悦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8班团支部

吴粤鸿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8级建筑设计（装饰装潢）2班团支部

张  莉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7班团支部

肖  宇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1班团支部

赵茂琳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7班团支部

廖  睿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3班团支部

谭世豪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市场营销班团支部

蒲燕林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3班团支部

王晶瑶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王佳佳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0班团支部

张  可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班团支部

杨艺昕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8班团支部

胡冉冉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工商企业管理1班团支部



李龙杰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工商企业管理1班团支部

苟芳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会计3班团支部

马军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9班团支部

罗淋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1班团支部

陈定芳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施昌海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吴坤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9级建筑工程技术3班团支部

杨超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电子商务1班团支部

唐志灵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出版与电脑编辑技术1班团支部

杨丛蔚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9级建筑工程技术3班团支部

曾润琪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33班团支部

吴思沅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会计2班团支部

青婷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30班团支部

廖紫芸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1班团支部

周晓琴 医护学院团总支 2019级护理8班团支部

余美君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高速铁路客运乘务2班团支部

郑艳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李根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9级计算机应用技术4班团支部

王顺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9级计算机应用技术7班团支部

李虹均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9级计算机应用技术7班团支部

黄逍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5班团支部

许茹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8班团支部

谢晓婷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8班团支部

罗军 信息学院团总支 2019级计算机应用技术7班团支部

杨智慧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1班团支部

吞早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4班团支部

杨世界 医护学院团总支 2019级护理10班团支部



王志先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32班团支部

粟珊珊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10班团支部

徐红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1班团支部

包凤琴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2班团支部

陈消消 医护学院团总支 2019级护理3班团支部

蒲小艳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市场营销2班团支部

唐颖欣 医护学院团总支 2019级护理5班团支部

雍冰颖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4班团支部

黄咏琪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30班团支部

杜翼君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30班团支部

吴玉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8班团支部

张明丹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8班团支部

杨帆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5班团支部

袁茜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8班团支部

李娇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15班团支部

李姣燕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8级会计1班团支部

毛心雨 医护学院团总支 2019级护理13班团支部

李佳妮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6班团支部

郑燕婷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8级学前教育11班团支部

杨佚月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8班团支部

钟鸣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8班团支部

吕万琪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金融管理1班团支部

鄢慧 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2019级建筑设计（装饰装潢）3班团支部

李禹辰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17班团支部

王溦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社会体育1班团支部

谭海洋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社会体育2班团支部

雷兴国 管理学院团总支 2019级高速铁路客运乘务1班团支部



肖淑文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6班团支部

蔡燕红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学前教育22班团支部

王智昊 教育学院团总支 2019级计算机应用技术3班团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