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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院团发〔2019〕11 号

关于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
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的决定

各院（系）团总支、团支部：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我校部分学生团员思想进

步，学业成绩优良，积极配合学校、学院的学风建设工作，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加校、院、班各种活

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根据《团章》规定及有关文件精神，

校团委坚持推优标准，严格推优程序，在各支部进行全面考

察，团总支认真审核，并征求学生党支部意见的基础上，决

定推荐以下 605 名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

附件：泰州学院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推荐优秀团员作

为党的发展对象名单

共青团泰州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共青团泰州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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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州学院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
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名单

人文学院

金轩如 孙楠 丁钰 周玉珊 邵孟婷 胡萍

邱悦 吴倩 林新语 陈艳 王威涛 王诗蕾

姚薇 王心怡 陈佳颖 陆江韬 顾瑜 韩左

徐佳玲 徐菲 杨盼盼 杨子天放 张明葳 牛亚平

张聪 张悦 杨智佳 杨志超 季雨薇 胡子祥

盛佳卉 谢静 汤雨 刘哲 祁琪 李雯

周敏 周叶莲 蔡薇 顾晟仪 李方良 吕品

钱妮祺 宋帅 田倩倩 黄炜 蒋林凤 管时雅

周玉 纪明艳 张子怡 赵晓雨 蒋然 王晨

方美棋 朱晓凡 任燕兰 张子倩 张思涵 陆雨莹

范丹丹 岳小蕾 姚谢昀 崔晓 王可 沈奇闻

张恬 李梦真 姚佳茵 唐雨欣 谢冬妍 王敏倩

卢欣欣 刘颖 汤姚 陈佳婕 张怡琳 周奕

周纪龙 顾家 夏敏杰 凌振涛 张宇 王欣雯

闵云娇 李健 顾思佳 许嘉龙 陈雪莲 周笑颜

郭柠 查祥薇 丁豪 徐溪晨

数理学院

潘逸枫 葛红叶 陈凯杰 石如意 顾熠 严曹红

刘倩 庄莹 顾馨雨 张伟杰 叶敏怡 李欣静

赵志微 包婧玥 薛帅 朱毅 胡裕文 张琪

秦玉凤 陈红灵 武玉婷 王玉茹 付婷婷 王玮岑

陶悦 解倩妮 尹漫漫 杭昀昉 谢馨怡 金卫民

张雨婷 张哲 吴海丹 刘琪琪 唐韵茜 韩贝贝

唐尧 冯妙妙 王茜茜 张芸芸 周斐妍 吴怡婕

谢希渊 丁宇恒 朱悦 邓云燕 徐克诚 华柯

杨帆 李珣 卢雅琴 顾超 樊萱桐 夏文静

徐颖 张新澳 尹竟斌 陆双双 周丹妮 戴肖凡

廖君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冯金星 郑酥丹 钱洋洋 朱怀炜 陈守专 王振

石平博 王嘉明 潘志钢 吴齐 董孝博 季文轩

马杰 林禀禹 訾帅帅 李懋 田仁会 骆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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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佳 朱彬 于利雯 李方芹 蒋家旺 周心妍

时艺玮 孙强 蔡宇航 徐心彦 张宇航 付明明

陈亭宇 徐姝彤 赵亮 吴青青 陈艳 程旻珺

刘清心 张硕萍 周斌 周茜 李茹 王政

洪浩翔 庞旭 徐冬节 凌鑫烨 赵萌萌 王诚

李元志 孙艳 何升 包伟涛 王陈敏 卢新月

徐永家 滕藤 陆晶晶 张思路 陆知遥 解慧辰

吴婷婷 华诗琪 王婷 杨婧婧 高长璇 姜蓉蓉

葛海南 冯亭怡 朱思佳 丁义龙 刘智清 刘子豪

刘雪华 何雅雯 蒋邱雷 潘杰 缪彩云 代晶晶

吴悦 黄诗淇 左伟楷 陈梦婷 杨宇齐 张涵

高春妮 于捷 周玉 张轶 施凯雯

教育科学学院

姜庆羽 周璨 俞敏秀 席欣 余琼 房函

沈桑蕾 韦代思 吴敏 蔡蒙蒙 阮文玉 金愉

于清宇 张怡沁 翟文婕 曹旋旋 戴诗琪 李慕洁

谢怡 朱祎 徐婧雅 张艺 王安泰 罗颖

周梦婷 王鸿羽 陈思毅 洪晔 汪思辰 陈琪

刘贝贝 陈钰炜 姚敏鑫 沈佳鑫 李星宇 陈佳琳

刘颖 徐欢 陈思颖 李美华 虞洁 居心妍

徐瑶 仲艳 邵裕秋 张园蓉 徐洋洋 童可心

张子婧 苏婧 商佳玲 金色 薛珊珊 杨娜

赵安琪 金珣 王文韬 王吉 张铭烨 张星依

张虹雁 季巧芸 罗佳雯 吴烨 李愔芝 潘晨

张瑞瑞 刘苏琪 尹娜 陈妍 吴思思 赵歆

邵辰隽 沈一舟 申羽 郁雅婷 朱文颖 顾佳怡

王紫铃 偶淑婧 王程琴 沈馨怡 吉琦 杨丽娜

刘世文 何怡 王妍 吕静涵 马思玥 倪依静

高珊 秦秀婷 凌佳杰 孙秀梅 张嘉丽 曹欣雨

李享 林心怡 殷静怡 葛羽翀 蒋怡雯 许馨尹

外国语学院

张明露 赵微 李悦 谢宝岚 陆奚诚 刘淑婷

汤舒仪 白寒雪 周许诺 王畅 冯慧萍 范星

徐丽 叶小萌 丁徐灵 徐晨月 魏敏洁 顾悦雯

吴雯 白佳琦 孙静怡 朱雅婷 王颖 吴霞

钟怡 张忆心 陈千典 赵亚丽 蔡星宇 胡嘉玟

彭艺 李越 朱正丰 李欣宇 诸莹 吴心贤

陆歆洁 葛雅 王思棋 李鹏伟 李晓艳 刘青

王金月 孙萦婷 严佳丽 黄玉玉 洪姝慧 张海利

徐梦琪 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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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莹 浦逸云 顾路生 杨宇 杨星玲 李梦梦

程后乐 李琛浩 杨凯杰 柴爽 彭亚楠 翟轩

沈妍伦 章林啸 杨洋 冯雯婧 俞蓉 薛晶予

陈雨妍 刘晗 王安南 王彤 蒋梦雯 蔡紫玥

何奕欣 陈枫 王文义 赵郡 殷佳慧 陈晓梅

陈佳怡 李怡凡 秦蒙缘 蒋雪娇 孙一丹 顾雯敏

龚英 王亚楠 张梦婷 程晓晓 潘彬 胡润泽

葛子修 方姗 周宁杰 成欣雨 茅颖倩 吴彤

汪慧慧 唐雨辉 韩玥 杜多曼 杨云珍 徐圆圆

吴敏 董琳琳 陆子璇 钱怡雯 闵建堃 孔月玲

崔龙杰 韦玉婷 严心雨 王晓倩 史胜楠 张婷婷

刘姝妍 马兆怡 马兰婷 伍莉 陈金钰 李湘

赵海涛 郭雨欣 张小涛 周鑫 高辰雨 秦存景

张瑾 孙芸 徐策 吴雨嫣 顾育 杨彬

彭璐 顾宇 李萌 刘婧娴 沈梦杰 杨玉婷

杨莹 苏怡 金虹莉

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

谢兰 张伍银 何浩源 赵银豪 王朝强 蒋益

管颖 杨洲 李涛 张璇 陈克玮 郑劲康

孔飞一 肖梅 车煜 杨志威 袁漭 靳双明

蒋涛 王立昕 王通 高瑜 张永成 王桐

胡超博 马玲 王智慧 王风顺 闫傲航

音乐学院

汤娟 李娜 徐香颐 向鑫蓓 杨欢 陈颖

盛倩倩 殷宇婷 朱袁 屠金艳 孙玥 曹淼淼

刘允 石伟 仲思远 王凤 倪雨虹 李雨青

孙睿晞 施雪琪 邵思琪 朱甜甜 孙晔 叶冰

耿金滋 梅紫宁 赵阳 宋婕 李周梅 张言瑶

王少婷

美术学院

朱莹 殷立辉 李娜 徐盈 吴海斐 杨钰莹

顾佳晴 李智娴 谷晓凤 左康荣 胡莹莹 罗俊

赵健池 缪森林 杨佳慧 丁芳芳 武海珍 钱钰琨

左悦 杨嘉慧 秦梦杰 林金生 唐诗佳 张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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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祯 周俐彤 张成龙

医药与化学化工学院

刘 唯 刘 露 芮美琪 居 妍 胡 楠

蔡蓓蕾 王殿曦 陈 帅 程雪娇 谢 杰

焦 琳 李佳薇 陈 琪 朱俊杰 魏垂良

王 玲 张 蕊 刘佳易 周 悦 陈柳柳

闫小巧 丁佳玲 王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