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2020〕18 号

关于获评信息工程学院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

级”名单的公示

各班级：

根据《信息工程学院关于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和“先进班级”的通知》（信息〔2020〕14 号）文件要求，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本人申请，辅导员、班主任推

荐，学院领导小组评审，同意孙佳丽等 120 名同学为信息工程学

院 2019-2020 学年三好学生，程冬乐等 102 名同学为信息工程学

院 2019-2020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电子商务本 1902 班等 6 个班级

为信息工程学院 2019-2020 学年先进班级。黄卫东等 33 名同学为

信息工程学院 2020-2021 学年三好学生，严飞勇等 13 名同学为信

息工程学院 2020-2021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现予以公示，公示期

为：2020 年 11 月 16 日—11 月 18 日，公示期 3 个工作日。公示

期内，如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请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 17：00 前

将意见实名反馈到学院学生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过期不再

受理。联系人：郭婉梅，联系电话：0771-4730939。



附件：信息工程学院“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 先

进班级”名单

信息工程学院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附件：

信息工程学院 2019-2020 学年度“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名单

一、信息工程学院三好学生名单（共 120 名）

王 敏 汪梦云 黄卫东 陈炳娇 梁梦莹 粟月媛

蒋林峰 张梦琳 黄秋英 李依静 陈嘉华 覃金洁

覃海明 宁晓敏 廖文静 蒙小凤 覃家榴 何义婉

农月明 叶楚欣 孙 丽 原荧荧 李仁凤 王 路

李金兰 王琴会 徐玉华 吴烨婷 黄雅婷 梁译珈

劳 静 黄世伟 李晨思 吴超琼 黄欣娜 邹丽娜

李丹丹 梁佳珍 王秋韵 方 洁 谢丽思 吕学静

王 媛 邓舒婷 王美霞 聂莆林 谭达源 韦作锤

马俊义 黄少春 班雅泉 李金灿 周汝迪 陈雪谏

罗丹丹 谭雅仁 林小敏 孙佳丽 黄裕容 李紫雯

李媛媛 陈梦阳 李滟霞 苏月环 李小球 邓陈婵

梁英斌 蒙海菲 毛桂林 江钊铭 李海霞 吴美韵

叶金英 黄珊珊 何传龙 邝泽梁 陈林容 金陆琦

林凤梅 刘屿凡 李玉凤 李天雨 何成琛 陈丽萍

赵 泽 郭阳勇 赖东英 韦晓丽 黄子棋 甘鸿美

李忠杰 黄远健 胡海文 罗 璇 晋亚汝 程冬乐

黄椿媚 陆丽领 陆晓美 刘 萍 韦宇虹 王春乐



陆彩燕 丘 林 杨 晴 覃美玉 黄定蝶 陈红妃

黄保选 韦月香 陈彤彤 张坤兰 郑景源 陈倩玉

黄泽涛 刘铭展 王 艳 郑诗音 蒙妙琴 姜 琴

二、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干部名单（共 102 名）

梁梦莹 王 敏 覃海明 宾志兰 徐邓宏 严飞勇

黄月琴 孙 丽 韦宇锋 余佩芬 黄晶晶 韦通宇

孔繁飘 谭桂芬 沈晓刚 陈倩玉 黄泽涛 刘铭展

王 艳 郑诗音 蒙妙琴 李晨思 黄世伟 梁 维

梁艳珍 李金玉 胡水贤 雷洁茜 谢丽思 方 洁

王秋韵 梁钰旎 王美霞 姚斯文 莫伟鹏 韦作锤

马俊义 王思敏 黄泊源 韦秋源 黄善炜 覃榕娟

陈鹏名 谢卓伦 戴婧雯 韦柳会 陈雪谏 罗丹丹

郑明忠 孙佳丽 李英玉 李紫雯 胡茵茵 曹玺浩

陈梦阳 李小球 胡荣慧 邓陈婵 李红霞 陈小娟

江钊铭 李海霞 韦婷婷 李华婷 何传龙 谢敏敏

黄珊珊 林柳双 吴美韵 黄义珈 刘屿凡 李玉凤

李天雨 何成琛 陈丽萍 郭阳勇 赖东英 韦晓丽

庞伟唯 钟浴今 李忠杰 苏弘朝 韦筱琼 司徒玉胜

林明江 晋亚汝 程冬乐 黄椿媚 陆丽领 刘 萍

黄定蝶 银勇意 陈 阳 欧胜均 陈彤彤 张坤兰

周柳兵 黄彩霞 宣宏坤 李 洋 何晓冰 王宗彤

三、信息工程学院先进班集体名单（共 6 名）

专业和班级名称 班级的班主任（辅导员名字）



软件工程本 1803 班 梁新泽（梁新泽）

软件工程本 1901 班 邓舒婷（梁新泽）

软件工程本 1902 班 魏小迪（梁新泽）

电子商务本 1902 班 甘芳明（甘芳明）

电子商务本 1901 班 冯夏菲（甘芳明）

网络工程本 1901 班 雷 渊（甘芳明）



信息工程学院 2020-2021 学年度“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名单

一、信息工程学院三好学生名单（共 33 名）

黄卫冬 王 敏 陈炳娇 汪梦云 蒋林峰 梁梦莹

粟月媛 张梦琳 黄秋英 陈嘉华 李依静 覃金洁

覃海明 宁晓敏 蒙小凤 何义婉 农月明 廖文静

叶楚欣 孙 丽 李仁凤 原荧荧 余佩芬 王琴会

王 路 徐玉华 梁译珈 李金兰 吴烨婷 钟丽婵

谭彩陶 汪慧玲 劳 静

二、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干部名单（共 13 名）

宾志兰 梁梦莹 严飞勇 彭思婷 施宏冰 徐小芳

韦宇锋 邓岚琼 邓杨巾 黄雅婷 黄晶晶 韦通宇

沈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