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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华南理工大学 2019 年星级志愿者的决定
各二级团委：
在校党委和团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我校积极开展青年志
愿者活动，全校现有 29 支服务队，5 万余名注册志愿者。各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青年志愿者热心于公益事业，大力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组织开展各种
志愿服务活动，立足校园，服务师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
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生的服务能力和奉献精神，促进了大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按照教育部《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结合我校志愿服务星级志愿者评级的实际情况，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学校采用新的星级志愿者评级标准，同时重新界
定学生志愿服务认定范围。2019 年 4 月，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9 年星级志愿者的认证工作。

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志愿者管理办法》，经审核，决定
授予工商管理学院麦淞碧同学“华南理工大学四星级志愿者”
称号；
授予电子与信息学院章嘉浩同学、陈泽康同学，公共管
理学院邱海坤同学“华南理工大学三星级志愿者”称号;
授予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马宇鹏等 51 名同学“华南理工
大学二星级志愿者”称号;
授予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朱昱钢等 479 名同学“华南理
工大学一星级志愿者”称号;
本次星级认证共计 534 名星级志愿者。
学校团委号召全校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和广大青年志愿
者向先进个人学习，积极开展和参加各类青年志愿者活动，
为推动我校青年志愿服务工作持续有效发展，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华南理工大学 2019 年星级志愿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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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年星级志愿者名单
华南理工大学星级志愿者认证以广东志愿者网、志愿时纸质
证明为基础，以个人自愿申报为原则，由各学院团委审核本学院
志愿者之后，交由华南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审核评定产
生，具体名单如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16 人）

一星级志愿者（15 人）
朱昱钢 谯 雪 李千禧 林炜坚 郭俊锋 钟宜根 周依行
陈宇锋 杨 懿 刘 聪 王德利 贺 聪 杨 錾 郑泽滨
王 悦 戴 维

建筑学院（33 人）
二星级志愿者（6 人）
陆楚杰 陈晓雨 郭璞若 冯首锐 彭安琪 陆烨贞
一星级志愿者（27 人）
古倩华 顾嘉欣 庄 筠 易芳蓉 吴泉隆 岑虹萱 林志航
蒋佳琳 陈诗凝 陈铭泓 吴逸欣 吴 昊 韩增旭 陆心柔
王诣童 薛明琦 麦洁鸣 向思钰 黄承佳 李相灵 王 琼
高一飞 林思仪 李佳雨 徐嘉敏 钟思琳 许依琳

土木与交通学院（41 人）
二星级志愿者（3 人）
黄献青 叶志宏 邓慧琪
一星级志愿者（38 人）
黄宏浩 杨士彬 凌 敏 范子燕 郭 霞 罗子媛 张佳静
谢子依 彭宇诗 朱松伯 吕钊民 陈 哲 李辉庭 吴子东
武沛达 庄一峰 周 霄 石凌云 冯浩然 梅江鹏 杨坤洋
郭煜斌 林浩钜 马文千 覃文倩 吴乐斌 叶心成 李 治
许明朗 黄超烁 詹煜清 代志伟 蒋乐欣 李文希 林勇勋
成晔晔 沈子康 吴丽莎

电子与信息学院（36 人）
三星级志愿者（2 人）
章嘉浩 陈泽康
二星级志愿者（6 人）
翁梓乔 李宗霞 吴鑫杰 梁江燕 黄星华 吴棋焕
一星级志愿者（28 人）
高海鑫 黄梓纯 余美依 杜嘉宝 刘睿孜 潘俊伟 陈炜东
彭 蔚 王 硕 赵飞兰 朱明杰 江宇伦 佘建民 程光琮
张淘珊 赖瀚钊 李杰章 黄 方 梅雨婷 方瑞妍 吴晓茵
洪权豪 郑平飞 张家乐 刘志鹏 徐艳玲 佘依娜 王子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0 人）
二星级志愿者（5 人）
刘泉杉 朱志杰 周丹婷 张晶莹 何冬
一星级志愿者（25 人）
詹城栋 黎丰霆 杨凯凯 邓裕林 郑丽君 朱吉权 刘惠君
杨晶晶 周炜璇 林 博 杨玉婷 蒲雅迪 李 挺 程晓东
董文浩 利敏蓥 宋俞越 梁伟杰 冯昌国 张品蕊 肖锐博
廖丽铭 刘灏君 郑礼尚 黄 茗

化学与化工学院（26 人）
二星级志愿者（1 人）
雪艺琼
一星级志愿者（25 人）
王月婷 林柏林 叶礼铭 钟海旭 梁祎然 陈春秀 欧阳思学
江毓尧 梁华润 刘 妍 何健彬 邓月华 韩彩彩 梁佩珊
李前跃 陈林涛 林广源 陈依敏 林雪敏 陈开湟 薛晓琪
王润康 刘 萌 王唯嘉 曾智锋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12 人）
二星级志愿者（1 人）
刘泉杉
一星级志愿者（11 人）

黄绍裕 张诗曼 江仕鹏 黄韵晴 潘 婷 麦 宁 曾小燕
马立燕 梁肇峰 杨紫微 梁昭明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2 人）
二星级志愿者（3 人）
闫宇微 寇瑞心 梁丽斯
一星级志愿者（19 人）
孙瑞云 黄斯欣 李学睿 陈嘉颖 杨韵仪 朱沛涛 邢旭普
寇晓晖 王雪敏 何 敏 林思思 何若岚 孙熹珣 郑夏怡
彭瑞欣 赖惠念 字 画 李翰良 冯远鑫

数学学院（12 人）
二星级志愿者（3 人）
熊 晔 王旭茹 廖海莲
一星级志愿者（9 人）
黄庆昌 岑杰东 刘 昀 梁伟洁 杨玥敏 曾馨怡 肖相媛
杨金泽 欧晓雯

物理与光电学院（11 人）
二星级志愿者（2 人）
汤刚超 陈泓樾
一星级志愿者（9 人）
吴崧铭 刘家炜 翁雨荷 马乙平 李芳耀 朱志照 罗杰星

刘俊威 李云博

经济与贸易学院（40 人）
二星级志愿者（2 人）
钟 霖 肖 霞
一星级志愿者（38 人）
詹茵怡 石小惠 张少喆 黄韵怡 徐力源 周楚薇 周雨雁
符迪愚 林镇武 段忠南 郑海霞 柳旻淼 蔡敏生 谢海婷
林 斌 刘诗韵 黄颖平 张 涛 潘捷颖 徐若云 赵海珊
冯晓颖 吴泽煜 夏露飞 雷艳彤 林玉玲 彭子茵 冯小涛
张 程 萧莹霞 赖启乾 黄淑云 王 媛 刘高镝 熊铸峰
唐宁军 幸君林 钟梦洁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21 人）
一星级志愿者（21 人）
陈沛帆 唐慕尧 叶辛迪 郑子奕 郑钊宇 李昌敬 王剑城
钟明通 陈 庆 龙富金 赵冠懿 林坤阳 梁泽人 徐 婷
陈文昊 吴锦全 王贤枥 何锦雯 冯镜儒 林浩敏 郑浩东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11 人）
一星级志愿者（11 人）
刘玉薇 龙致烨 马 骁 吴 越 龚壮邦 杨奕彬 赵孔延戈

高楚杰 廖晓媚 陈梓彤 陈颖卿

电力学院（58 人）
二星级志愿者（4 人）
罗钰魁 陈楚豪 赖建文 李玉坤
一星级志愿者（54 人）
谢楷俊 吴子龙 马忠文 谢晓彤 朱志峰 何润泉 王锦朝
林荣锐 晏维亮 林泽康 陈泽明 林鼎智 曾利彬 陈蝶丽
李俊杰 黄海彬 黄世杰 杨绍鹏 岳元茂 刘振烔 朱文凯
张远齐 陈俊宏 吴俊晔 熊谈政 赵坚凯 张 睿 曾佳兴
欧 金 蔡嘉营 黄国华 莫凯雯 刘 楠 赵 鼎 李旭鹏
何伟涛 林译涵 肖梓恩 张港华 黄康盛 曹成志 黄 莹
蔡锱涵 朱念曜 周浩然 陈嘉徽 曾庆彦 谭皓天 史鑫鑫
林子惠 张思毅 谢 钰 李乐章 曾子健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43 人）
二星级志愿者（6 人）
刘俊杉 陈 亮 卢宇君 古奕涛 卞振华 张家惠
一星级志愿者（37 人）
颜祖聪 向慧敏 宋立瑄 张乘瑞 马玲玲 覃静欣 张宇翔
张 颖 钟炳旭 姚映苗 张诗佩 李炫洁 向明珠 赵思思
赵 梅 何 江 陈维奇 翁烨天 张 艳 彭启睿 向 韬

梁伟彬 吴 璇 张展华 廖一鸣 黄保钱 贾智锐 金 盾
韩建钢 卢颖麒 孙冬冬 杨苗苗 田 银 江 宁 刘金刚
蔡伟栋 杨思蔓

环境与能源学院（7 人）
二星级志愿者（1 人）
朱虎归
一星级志愿者（6 人）
邓喆 庄叶游 廖慧钟 吴兆基 王宗林 唐朝阳

软件学院（5 人）
一星级志愿者（5 人）
彭晓轩 吴伟涛 张淑珩 伍明慧 陈泳欣

工商管理学院（45 人）
四星级志愿者（1 人）
麦淞碧
二星级志愿者（3 人）
李润卓 梁蓓欣 王圳娴
一星级志愿者（41 人）
吴广海 曹靖仟 梁钰怡 谭学雯 吴 言 杨雪丽 张 蓉
周 雪 朱炜祺 劳紫裕 陈文庆 吴雨璐 曹钰婷 袁燕珉

常 露 苏洁莹 王晨璐 冯泰山 熊祖林 陈佳滨 郑玉莹
辛杨淳 张雅婷 王晓萱 吴 翕 刘玉玲 许 颖 吴文丽
林昭玥 张晓晴 丁 瑞 曾彦真 张晓敏 潘勇霖 伍思杰
菅泽华 魏筱筠 肖振华 陈小悦 苏天科 伍淑妍

公共管理学院（8 人）
三星级志愿者（1 人）
邱海坤
一星级志愿者（7 人）
张 婷 吕 程 李丽萍 曾 艳 邓思颖 张梦婕 潘 桦

外国语学院（5 人）
一星级志愿者（5 人）
梁嘉仪 蔡润泽 许思睿 邱苑妮 白麒

法学院（20 人）
二星级志愿者（2 人）
杜斯敏 欧阳铭斯
一星级志愿者（18 人）
殷瑞轩 邓琰妍 陈梓钦 王俊琦 雷 婧 李向前 陈名芮
李纪超 马烨琪 朱静璇 黄燕鸣 叶炜康 朱昱霏 张淡钿
谢 琴 冷苏洋 杨志勇 何佳霖

新闻与传播学院（12 人）
二星级志愿者（1 人）
黄敏锐
一星级志愿者（11 人）
李天昊 何 漫 王 潇 蒲韵莎 陈厚燃 陈泳澜 王懿宁
闫金亮 刘馨琳 曾 静 黎蕴诗

设计学院（5 人）
一星级志愿者（5 人）
高紫婷 张雅惠 张良梅 胡尔珊 沈 锐

医学院（3 人）
二星级志愿者（1 人）
邱绮璇
一星级志愿者（2 人）
区楚岚 黄绮彤

艺术学院（6 人）
二星级志愿者（1 人）
高超渝
一星级志愿者（5 人）

杨倩如 符芳明 何坤潇 郑婉纯 付金丽

体育学院（1 人）
一星级志愿者（1 人）
张智建

国防生教育学院（5 人）
一星级志愿者（5 人）
余鹏嘉 朱 军 黄宏浩 李学盛 单海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