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职院团通〔2019〕11 号

★
关于表彰 2018-2019 学年度学生社团先进集体
和优秀个人的决定
各系（部、院）团总支、学生社团联合会、各学生社团：
一年来，我校学生社团在学校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各
级团组织的指导下，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引领，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学生，在繁荣校园文化，服务同
学成长成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通过作品展示、文艺演出、
技能竞赛、知识讲座、体会交流、参观展览、外出交流等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在各
种社团活动中同学们发展了兴趣爱好，发挥了特长，锻炼了能力，
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生社团涌现出一
批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为表彰先进，总结经验，在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各社团认真
评比的基础上，经过校团委评选、公示，决定计算机协会等 3 个
社团为“五星级学生社团”；英语俱乐部等 6 个社团为“四星级
社团”；彭玉婷等 64 人为“优秀社团干部”；马君瑶等 55 人为
“优秀社团积极分子”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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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珍惜荣誉，进一步发挥表
率作用，持续努力，再创佳绩。希望其他学生社团向受表彰的学
生社团学习，进一步完善社团机构和制度，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不断增强社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希望各级团组织切实把学生社
团作为加强思想引领、服务学生成长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指导学生社团开展有学校特色、青年特点、时代气息的
活动，不断推动学生社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为服务青年学生
成长成才、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
获 2018—2019 学年度“先进社团”、“优秀社团干部”和“优秀
社团积极分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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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获 2018—2019 学年度“先进社团”、“优秀社团干部”
和“优秀社团积极分子”名单
一、先进社团（共 9 个）
五星级社团：计算机协会 武术协会 沧海舞堂
四星级社团：青年志愿者协会
英语俱乐部协会

健身操协会

旋风吉他协会

动漫社·超画堂

心理协会

二、优秀社团干部（共 82 人）
晨阳文学社： 彭玉婷（语教 171）
旋风吉他协会： 张 婷（商英 171） 刘则荃（服设 171）
灯谜协会： 陈永英（物流 171）
集邮协会： 陈丽桂（旅管 171） 高 威（机电 171）
沧海舞堂： 黄琳敏（首设 171） 林丹茹（英教 172）
动漫社·超画堂：欧旭江（文秘 171）
剪纸协会： 江奕吟（学前 171） 许琴珠（旅管 171）
潮剧协会： 赵泽秀（药学 171） 徐齐芝（英教 171）
艺剧协会： 黄尚梅（现教 172）
文心读书社： 李定宇（电子 171）
礼仪协会： 朱少玉（学前 153）
口才协会： 何东梅（化妆品 171） 曾浪生（地教 171）
English club： 叶庆文（英教 171） 许惠英（语教 171）
计算机协会： 王美璇（电子 171） 张曼容（商英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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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协会： 刘淑棠（药学 171） 韦桂虹（药学 171）
数学建模协会： 郭林伟（数教 171） 蔡晓冰（数教 171）
科技创新协会： 李文凯（机电 171） 黄淑英（体教 171）
化学化工协会： 陈锦桦（化妆品 171） 郑丽婷（化妆品 171）
立信会计协会： 郑家敏（会计 172） 陈楸霞（会计 171）
市场营销协会： 卢梓锋（市营 171） 方楚坚（市营 172）
旅游协会： 黎金容（旅管 171） 叶惠芳（旅管 171）
食品营养与健康协会：谢哲文（食检 171） 丘裕（食检 171）
军事兴趣协会： 黄晓彬（会计 171） 彭慧琳（英教 171）
历史民俗协会： 黄 锐（商英 171） 陈丽婷（历教 171）
大学生潮汕文化学习会：黄镇炯（政教 171） 罗雪梅（政教 171）
三棋协会： 张美琪（小教 171） 陈日梅（电商 171）
武术协会： 罗志红（企管 171） 陈晓敏（学前 171）
毽球协会： 苏文珊（数教 171） 钟乐瑶（数教 171）
排球协会： 陈蔚（体育教育 171） 张日添（模具 171）
健身操协会： 陈佳虹（商英 171） 蔡剑涛（体教 152）
青年志愿者协会： 林雪婷（学前 171） 卢翔（物流 171）
绿色环保协会： 洪旭敏（电气 171） 吴友銮（学前 171）
电子商务协会： 王珊琳（电商 171） 候琼曼（电商 171）
心理协会： 许思婷（电子 171） 钟锦珊（商检 171）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邱桂华（英教 171） 甘梨花（化妆品 171）
园林景观与花艺协会：邱潇旖（园林 171） 吉秋婷（园林 171）
-4-

三、优秀社团积极分子（55 人）
晨阳文学社： 马君瑶（电商 181） 曾佳琪（英教 181）
旋风吉他协会： 杜坤仕（数媒 181）
集邮协会： 扬梓杰（企管 181） 丘天生（首饰 181）
沧海舞堂： 杨益兴（英教 181）
动漫社·超画堂：庄梓杭（移动 181）
剪纸协会： 钟秋玲（英教 181）
潮剧协会： 马静思（英教 171） 李佩仪（会计 181）
艺剧协会： 郑美婷（数应 181） 林盈纯（数应 181）
文心读书社： 魏旭强（物联 182）
礼仪协会： 陈芷茵（英教 181）
口才协会： 梁宝华（机电 181） 梁钰清（市营 181）
English club： 黄迪君（英教 171）
计算机协会： 张渝茂（电子 181）
生物协会： 李东阳（药学 182） 罗汉青（药学 182）
数学建模协会： 黄 圆（数教 181）
科技创新协会： 余伟鸿（机电 181）
化学化工协会： 徐佟妮（模具 181）
立信会计协会： 李素瑜（电商 181）
市场营销协会： 谢文翰诚（市营 181）
旅游协会： 钟海帮（旅管 181） 蔡婉夏（旅管 181）
食品营养与健康协会：何炎萍（食检 181） 林韶琴（食检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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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兴趣协会： 黄妍（数教 181）
历史民俗协会： 薛烁颖（英教 181）
大学生潮汕文化学习会：梁彩桑（宝商 181） 黄鹏辉（电气 181）
乒乓球协会： 陈锦捷（电气 181）
三棋协会： 唐文超（电气 181） 吕宝璐（食检 181）
足球协会： 林家慧（食检 181） 刘凯僖（电商 181）
武术协会： 吴 倩（园林 182） 邓文娣（电商 181）
毽球协会： 郑丽芬（电商 181）
排球协会： 罗阳兴（体教 181） 李健华（体教 181）
健身操协会： 李嘉怡（商检 181） 吴少婷（商检 181）
青年志愿者协会：何斯明（企管 181） 梁欢欢（学前 174）
绿色环保协会： 陈文辉（电气 181） 李文有（小教 181）
电子商务协会： 苏葭铃（电商 181） 符秋影（电商 181）
心理协会： 刘婷婷（电气 181）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林楚梅（英教 181） 卢佳彬（电气 181）
园林景观与花艺协会：王帝维（首设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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