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2022 年评优评先学生名单汇总表 

一、三好学生（共 188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许钰爽  李婷桦  谭小青  陈维  田荣垚  孙凤琼  张露 

徐丹丹   黎艳云   孙仟   田颖   刘芸   周春玲   李东艳   

李文嫱   蒋成琳   李艳   田润   王娜   吴晓玲   李秀君   

杨家雪   易梦玲   汤淇淇   周放   祝宸蛟   常敏   刘言   

雷宏滋  张霞  龚洪霞  彭川秋  张杰  张蔓茜  刘小春  

杨秋霞  杨敏  张明霞  金亚文  祝玉瑶  杨彬清  付雪英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徐王双  刘易  严川瑶  黄世豪  徐奉林  简越赟 彭靖雯  

王鑫鑫   冯春   伍贤浩   黄菊麟   何娜   刘陽   陈筱尹   

陈 赐鹏   舒 心 雨   黄婧 玥   谭 新馨   张 耀 军   陈朝 正     

王 瑶  熊佳艺  喻红燕  熊曼  刘泉妤  张玲龄 

3.工商管理学院 

张明香  胥梦霞  范洪于  黄文杰  冯永洁  聂莎丹  刘艳  

罗生凤  杨春莲  谭小音  曾广甜  郑佳芳  蒋惠  陈嘉怡  

苏洪瑶  梁乐寻  郭中垚  朱小红  王聪  潘灵芝  吴兰琼  

熊春秀  陈巧玲  黎思宇  周政  郭金秋  陈思梦  刘广蓉  

孙雪丽  刘波  刘娅芹  朱虹  彭晓苓 



4.食品工程学院 

但唐超  谢开林  谢建锋  石婉又  王盈  翁宗琴  陈家瑶  

邓鑫怡  朱梦萍  涂笔红  龙宇  李瑞鹏   武颖  张梅 

5.智能制造学院 

郭岑材   刘川贵   卢洲   马林凤   谢为   田彬   蒲乔洲   

陶吉  文成艺  吴昕皓月  熊川豪  喻德宏  曾浪  周琨棚  

余红飞  杨施恩  张正玲  何国庆  李豪  刘郅卓  向真林  

朱洪江  朱胜棋  卓浩文  潘远鑫 

6.人文教育学院 

付雪  李麒  彭佳  郭梓柔  颜琴维  晏莎  周渝杭  赖渝 

李洪婷 

7.五年制大专学院 

袁倩  文苓  李思缘  张雨涵  王巧巧  符渝露  贾莎莎  

秦中勇  李文华  刘芮伶  王晏榕  孙嘉莉  文艺  廖鑫   

陶莹   夏禹   朱家雪   胡德蓉   陈勇   叶力凯   彭业倩   

张小红 刘珊  刘庆梅  何歆怡  何潮霞  王浩  何力涛 

邓海锋   熊亿   丁晓君   谢静怡   张畅   洪勇   马国强   

罗钱亮  韦亚伦  陈炜聪  郭睿 

 

二、优秀学生干部（共 188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蒋孟芩  黄思七  马婷婷  孙钰  龚雨丹  张鑫  张岳霞     



罗伊莎   王俊儒   赵媛媛   卜俊荷   熊嘉豪   周建平  李飞    

傅代州  刘志苹   钟镇绘    蒋娇   孙岷琳   彭小汝  刘湘        

王 昌 杰   尹 娇 娇    李 晓 娅    杨 富 贵    袁 茂 洁   刘 美 英       

陈 芋 伶   况 栖   周 玉 凤   刘 艳   邱 远 凤   刘 绍 杰         

彭 彩 艺    黄 小 清    冉 聪   陈 明 月   陈 姿 言    蹇 易 宏       

许鸿博   倪勇   卫东游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陈彦儒  吴德星  刘芷睿  王文月  杜晓月  陈越洪  孙菲   

曹秀芳  谷业桂  秦华林  陈艺瑶  文华  戴荣江  万相  

缪翔   廖亚均   牟新悦   何宇   盛文豪   张豪   陈洁娴   

刘俊  李铭昊  刘瑷搏  高荻智  郭林平 

3.工商管理学院 

陈义丘  左林江  陈柔妍  陈向前  杨罗新  黄俊江  司婧

姬朋梅  王欢欢  吴韵弦  黄洪奎  王诗培  章美艳  蒋莹

黄星源  陶文婷  陈小玲  邓履桃  漆文博  林文杰  蒋攀

邓志艳  张慧琴  伍家家  刘诗音  刘林  尤玉花  赵松林  

刘艳华  朱凤林  谢巧银  陈自露  张恒 

4.食品工程学院 

刘芳  杨璐嘉  叶茂秋  石一岑  陈青松  高林江  胡晰  

蔡晓琴  谢将军  严江龙  祖彩云  邓松林  张鑫  赵金银 

5.智能制造学院 

付维斌  苏梓萌  高润桄  刘轩  蒲启凡  殷兴明  蒲焱  



冉旭东  宋江山  王杰  文睿  汪华健  鲜雨杭  杨檄敖  

杨超  柯成铭  张涛  张玉龙  陈吉刚  代书铜  毛波杰  

孙嘉岐  余焱强  李瑞贤  李州 

6.人文教育学院 

曾娇娇  杜姿函  梁明湘  陈文杰  龚清清  冉曼  万亿芳 

夏洪艳  周星月 

7.五年制大专学院 

杨如意   夏涵   舒婷婷   叶莉   刘枫格   杜玉婷   张宇   

罗燕  游宜汶  王鼎雄  凌未玟  古静  邓飘飘  廖天宇 

闫天豪  刘庭辉  胡雨欣  傅玉洁  黄诗淇  唐云玮  杨灿  

黎欣  杜洋宏  李中缘  牟伦华  廖力磊  高琴  张健猛  

杨霞  刘建明  周雪梅  冉思思  王云浩  张志麟  李沿洁  

张浩林  熊佳欣  刘娇  乔刘  

 

三、优秀毕业生（共 65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陈维   龚雨丹   曹辉   周艳   靳艳琳   黄思七   马婷婷   

谭红  孙钰  田荣垚   何裕玲     李林    廖文艺   唐琳艳  

童光红   王德兰    刘思囡  李艳梅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陈敏  胡令  赵雨薇  冯俊龙  邬路林  周文芝  刘雪婷   

谭宇峡   



3.工商管理学院 

王林  伍文君  肖荣  郑钰泷  王治平  杨葭艺  梁奥洁   

刘敏  朱友权  庞雨露  向欢  杨帮燕  黎照阳  张沁园   

魏婷婷  袁婷  李福林  卢华  石俊  谢海林 

4.食品工程学院 

蹇俸洁   李美娟   刘浪   王杰   何九妹   胡九江   张敏   

刘清  刘幸  张语琴  李修奎 

5.智能制造学院 

谭冲  谭庆渔  谢滨钖  杨湖城  王帅  李旻 

6.人文教育学院 

陈涛  李宇兰  

 

四、先进班集体（共 20 个） 

1.药学与护理学院 

2019 级药品经营与管理（2）班  

2021 级药物制剂技术（1）班   

2020 级药品经营与管理（3）班  

2021 级药品经营与管理（2）班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2020 级包装策划与设计（1）班 

2021 级大数据技术（1）班 

2021 级物联网应用技术（1）班 



3.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电子商务（1）班     

2020 级财务管理（1）班 

2019 级财务管理（1）班     

2021 级市场营销（1）班 

4.食品工程学院 

2021 级食品营养与检测（1）班    

2021 级食品智能加工技术（1）班 

5.智能制造学院 

2020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1）班   

2021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1）班  

2021 级工业机器人技术（1）班 

6.人文教育学院 

2019 级酒店管理（3）班 

7.五年制大专学院 

2021 级药品经营与管理（3）班 

2021 级药品经营与管理社区康复（1）班 

2021 级新能源汽车技术（2）班 

 

五、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共 30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王思懿  李鸿棚  冉孟柳  吴寒涛  邓敏  周栩  王艺衡  



田婷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黄彬  彭群  胡学  卢秋艳  王诗琪 

3.工商管理学院 

黎思文  金科龙  刘林  沈梅妮  谭丹妮  王雪梅  刘绍全 

4.食品工程学院 

蔡彩花  淳言  尹莉 

5.智能制造学院 

刘兵  蒲启凡  殷兴明  刁文波  漆勇 

6.人文教育学院 

张敏  况鹏 

 

六、志愿服务活动先进个人（共 36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周艳  胡晓婷  贺琳皓  刘宏烨  罗孟廷  杨玲玲  李婷桦   

吴中莹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吴佳林  李洪印  李昊熠  周利恒  向欣欣 

3.工商管理学院 

朱燕  李石秀  张世成  黄月蓉  李木春  刘伦  饶霖    

4.食品工程学院 

哈宜伽  邬雨晴  喻之名  



5.智能制造学院 

雷鑫  李俊峰  刘川贵  马林凤  谭文进  钟露  冉宋其  

梁红云  刘国杞  孙嘉岐  朱玉飞 

6.人文教育学院 

李欣禹  龙雪艳 

 

七、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共 22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梁永彬  陈兴岚   吕祥为  田勇   叶兆青  窦江平  段小川 

3.工商管理学院 

陈聪  吴韵弦  黄文杰  罗菲菲  谭如意 

4.食品工程学院 

李司豪  牟治霖  熊程     

5.智能制造学院 

涂名科  万承杰  俞东海  谢滨钖  杨湖城 

6.人文教育学院 

万昌松 张举涛 

 

八、体育活动先进个人（共 20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周红宏  曾文静  黄曦煜  余浩鹏  邱小庄  郑佳妮  唐毅   

钟丹 



2.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冯博 

3.工商管理学院 

李庆  郭中垚  黄星源 

4.食品工程学院 

冷露    

5.智能制造学院 

郑忠杰  余涵  夏禄鑫  犹福伟  冉涛 

6.人文教育学院 

代磊 朱佳佳 

 

九、艺术教育活动先进个人（共 14 名） 

1.药学与护理学院 

杜巧巧  周国燕  庞忆佳  何超凡  王美玲  张鑫  张应霞   

陈诗雨 

3.工商管理学院 

谭雨坪 

4.食品工程学院 

李佳运 

5.智能制造学院 

梁远霖  杨勇 

6.人文教育学院 



蒲灿 万枝玉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推荐市级先进名单汇总表 

 

一、三好学生（共 7 名） 

药学与护理学院            许钰爽、李婷桦 

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伍贤浩 

食品工程学院              石碗又 

智能制造学院              周琨棚 

工商管理学院              陈思梦、孙雪丽 

 

二、优秀学生干部（共 4 名） 

药学与护理学院            彭彩艺 

人文教育学院              冉  曼 

大数据信息产业学院        王文月 

智能制造学院              高润桄 

 

三、优秀毕业生（共 11 名） 

工商管理学院             伍文君、肖荣、庞雨露 

智能制造学院             杨湖城 

人文教育学院             李宇兰 

大数据与信息产业学院     刘雪婷 

食品工程学院             张敏、刘清 



药学与护理学院           陈维、龚雨丹、曹辉  

 

四、先进班集体（共 2 个） 

2019 级电子商务（1）班 

2020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1）班 

 

五、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共 3 名） 

食品工程学院            蔡彩花 

工商管理学院            黎思文 

药学与护理学院          王思懿 

 

六、志愿服务活动先进个人（共 3 名） 

智能制造学院            李俊峰 

药学与护理学院          杨玲玲 

食品工程学院            陈  红 

 

七、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共 3 名） 

智能制造学院            余东海、杨湖城 

工商管理学院            陈  聪 

 

八、体育活动先进个人（共 2 名） 

智能制造学院            余  涵、冉  涛 

 



九、艺术教育活动先进个人（共 1 名） 

药学与护理学院          陈诗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