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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会”

表彰名单
（共 96 个）

中山大学学生会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

暨南大学研究生会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会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学生会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生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学生会

汕头大学医学院学生会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广东海洋大学学生会

广东药科大学学生会

广州体育学院学生会

广东金融学院学生会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数学学院学生会

深圳大学学生会

嘉应学院文学院学生会

惠州学院学生会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生会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会



— 4 —

广州商学院学生会

广州工商学院学生会

广东理工学院学生会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会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会

珠海科技学院学生会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财贸学院学生会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信息学院学生会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学生会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学生会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会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会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与环境工程系学生会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会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会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学生会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学生会

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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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汽车产业系学生会

广州市岭南画派纪念中学学生会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学生会

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CEP 中学部学生会

广州市培正中学学生会

深圳市华强职校学生会

深圳市翠园中学学生会

深圳市新华中学学生会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中学学生会

珠海市斗门区六乡初级中学学生会

珠海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学生会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学生会

汕头市实验学校学生会

佛山市南海中学学生会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学生会

佛山市三水中学学生会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学生会

韶关市技师学院现代服务产业系学生会

韶关市育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会

河源市紫金中学学生会

河源理工学校商务管理部学生会

梅州市嘉应中学学生会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中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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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罗庚中学学生会

惠州市惠阳中山中学学生会

惠州市第五中学学生联合会

汕尾市捷胜中学学生会

东莞中学学生会

东莞实验中学学生会

东莞市技师学院学生会

东莞理工学校学生会

中山市桂山中学学生会

中山市华侨中学学生会

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学生会

江门市开平市金山中学学生会

江门市鹤山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江门市恩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生会

阳江技师学院学生会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安中学学生会

湛江市吴川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湛江第一中学学生会

茂名市电白高级中学学生会

茂名市第五中学学生会

肇庆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清远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清远市英德中学学生会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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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潮安区宝山中学学生会

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学生会

揭阳市华侨高级中学学生会

揭阳市普宁第一中学学生会

云浮市新兴县惠能中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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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骨干”

表彰名单
（共 317 个）

张见遥（女）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017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陈少捷（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席团成员

（2017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

潘程浩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委副书记

（2017 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

许静姝（女）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研究生会

主席团成员（2019 级安全工程专业学生）

杨彦青（女）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

成员（2017 级交通工程专业学生）

凌 浩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班班长

（2020级生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

张 旭 暨南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 级行政

管理专业学生）

吕之逸（女） 暨南大学旭日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2020级

政治学专业学生）

陈 瀚 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同志先进事迹宣讲团团长

（2017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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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 俊 华南农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7 级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王靖玮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华南农业大学

2017 级城乡规划专业学生）

潘麒羽（女） 华南农业大学学生会工作人员（2018 级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曾晓玲（女） 南方医科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中医学

专业学生）

朱 垠（女）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 级

消化内科专业学生）

黄婉晴（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 级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元炜晴（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学生会

主席团成员（2018 级针灸推拿专业学生）

岑 豪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 级

刑法学专业学生）

李林昕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7 级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

邱文婷（女） 华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班班长（2020级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学生）

李枫婷（女）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级长（2018 级商务

英语专业学生）

李龙章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018级工业工程专业学生）



— 10 —

王浩文 广东工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表演

专业学生）

陈 汕（女） 广东工业大学 2018级环境工程专业 4班团支部

书记（2018级环境工程专业学生）

梁肇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团委实践部副部长

（2018级财务管理专业学生）

任子滢（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018 级国际经济法专业学生）

叶詠诗（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涉外文化管理专业学生）

翟钰渟（女） 汕头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 级广告学

专业学生）

陈心怡（女）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019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

崔雨晴（女）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018 级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李 楠（女） 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团委副书记（2018级

应用统计学专业学生）

白梓洋 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8级 3班班长

（2018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苏佳佳（女）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财务管理专业学生）

陈俊彬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研究生团委副书记（2019级

农村发展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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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士炜 广东药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 级

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

黄 敏（女） 广东药科大学药学院安全用药宣传服务队队长

（2017级临床药学专业学生）

蔡文姗（女） 星海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7级应用

音乐学专业学生）

陈靖雯（女） 广州美术学院校团委办公室副部长（2018 级

美术学专业学生）

欧阳婷（女） 广州美术学院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席

（2018 级会展设计专业学生）

李莹莹（女） 广州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2018级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

庄浩铭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校团委助理（2018级物联网

工程系学生）

郑美惠（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师大》校编辑部副主席

（2018级光源与照明专业学生）

林晓珊（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校团委学生助理（2018 级

光源与照明专业学生）

黄文权 岭南师范学院学生主席团成员（2018 级烹饪

与营养教育（师范）专业学生）

郑晓芳（女） 韩山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7级汉语言

文学专业学生）

杨 珊（女） 韩山师范学院烹饪与酒店管理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2018级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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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伟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李心悦（女） 广东金融学院学生会公关部部长（2018级法学

专业学生）

钟景龙 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经济犯罪侦查一区队

区队长（2018 级经济犯罪侦查专业学生）

杨苑铃（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邵咏诗（女） 广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2018级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学生）

秦剑锋 广州医科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6级临床

药学专业学生）

黄林崇 韶关学院 2017级临床医学本科 2班学习委员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梁 彬（女） 嘉应学院社团联合会社员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

（2018级小学教育专业学生）

梁懿婷（女） 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2017 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温晓丽（女） 惠州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广播电视

电视学专业学生）

严 演（女） 东莞理工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广播

电视学专业学生）

游伟峰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东莞理工学院

2017 级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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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漪雯（女） 五邑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工程管理

专业学生）

帅栩洁（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团委学生副书记（2018级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杨柳蕙（女) 肇庆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 级音乐学

专业学生）

林敏华（女） 广东培正学院校团委志愿实践部部长（2018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

苏竞文 广东白云学院校团委学生副书记（2017级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学生）

李 冰（女） 广东科技学院财经学院2018级金融工程本科3班

团支部宣传委员（2018级金融工程专业学生）

叶煜棋（女） 广州商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会计学

专业学生）

李涵哲（女） 广州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801班团支部书记

兼班长（2018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

罗健鸿 广东东软学院 17市场营销台湾 1班团支部书记

兼副班长（2017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罗智杰 广州工商学院 2018级商务英语 B11班团支部

书记兼班长（2018级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谭 仟（女） 广州理工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会计

专业学生）

黄启威 广州理工学院19网工1班团支部书记兼班长（2019级

网络工程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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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锋 广东理工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社会

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

郑海腾 广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广州应用科技

学院 2017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

佘思苗（女） 广州南方学院 18级汉语言文学 5班团支部组织

委员（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林煜洲 广州华商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财务

管理专业学生）

吴丹妮（女） 广州软件学院外语系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107

级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林圣平 广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广州软件学院

2017 级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梁湛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应用经济专业学生）

彭方懿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学生会（筹）主席团成员

（2017级俄语专业学生）

刘欣然（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7级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

冯煜升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学生会传媒中心主任

（2018级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专业学生）

刘桂岐 珠海市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2017级珠海科技

学院投资学专业学生）

梁凌辉 珠海科技学院大学生通讯社社长（2018级旅游

管理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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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滨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校团委书记助理（2018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沈一伦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志愿服务中心主任（2017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李思瑶（女） 广州新华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7级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学生）

丁泽宏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软件工程专业学生）

檀东安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

陈 雯（女）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校团委学生副书记（2018级

传播学专业学生）

李子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学生会部门负责人

（2018级财务管理专业学生）

郭思健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李源轩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科技部部长（2019级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学生）

曾俊健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学生）

陈淼轩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生）

欧阳芷君（女）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旅游英语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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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泰威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校团委组织部副部长（2019级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生）

刘小文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柯玉英（女）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学生会工作人员（2019 级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学生）

陈震华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校团委办公室主任（2019级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

欧锦龙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学生)

林少华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

协会电子商务协会网络部副部长（2019级电子

商务专业学生）

张洛凡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姚芷锃（女）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2018级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学生）

高荣彬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学生）

黄钜朴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园林园艺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2019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

李昊然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

徐芯贤（女）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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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港口航道与治河工程专业学生）

黄梓懿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2019级刑事侦查技术专业学生）

陈诗青（女）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国旗护卫队成员（2019级

行政执行专业学生）

敖子茹（女）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18社管1班班长（2018级社区

管理与服务专业学生）

李晓琳（女）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经贸学院学生党员建设

工作站站长（2019级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学生）

邱东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团委宣传部部长

（2019 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李欣洋（女）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移动通信学院学生会学习部

工作人员（2018级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学生）

王丽鑫（女）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监测系学生会主席

团成员（2019级环境自动管理技术专业学生）

黄伟林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

黄卓婷（女）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现代流行音乐专业学生）

陈泓霖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应用法学与公共事业学院

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

林 悦（女）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团委组织部

部长（2019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

黄铃萍（女）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信息工程与商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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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生事务中心学生资助岗位组长（2019级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阮立选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运动训练专业学生）

贺 静（女）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校艺术团工作人员（2018级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黄敬鹏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

张泽盈（女）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团

成员（2018级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学生）

陈勇源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国旗护卫队队长（2018 级

软件技术专业学生）

林镇娇（女）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护理专业学生）

冯赐琪（女）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团总支组织部

副部长（2019 级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

钟思瀚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软件技术专业学生）

黄锦梓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包装学院学生会主席团

成员（2019级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学生）

廖嘉琪（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校团委学生副书记（2019级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曹圣英（女）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2019级金融管理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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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芷珊（女）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

（2019级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学生）

梁广宏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二系学生会主席团

成员（2018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许钘冰（女）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2019 级物流

管理 4班副班长（2019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苏开燕（女）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319学前教育 4班

班级心理委员（2019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陈 娴（女）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卢树娜（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会计专业学生）

谢润润（女）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团成员

（2019级医疗设备应用技术专业学生）

曾楚维（女）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

工业分析专业学生）

洪骏豪 私立华联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计算

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生）

吴树鑫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校团委学生副书记（2018级

互联网金融专业学生）

谭美玲（女）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护理专业学生）

罗 崎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校团委学生副书记（2019级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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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晶晶（女）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会计专业学生）

林锦涛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18嵌入式2班团支部组织委员

（2018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生）

邹津诚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自律会会长

（2018 级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

叶振中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校团委学生事务中心主任

（2019 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徐伟明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2019级

工程造价专业学生）

曹雪霞（女）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团主席团

成员（2019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刘 浩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文体部负责人

（2019级消防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窦培宁（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6班学生）

张昊彦 广东实验中学团委学生副书记（高二 15班学生）

林俊煜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主席（19级

汽修 1 班学生）

甘倚乐（女）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8级

金融班学生）

黄健东 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主席（19级

14班学生）

黄娇冰（女）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社长（20级

高会展193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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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创业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信息工程系团总支副书记

（高级计网1751班学生）

陈思扬（女） 广州市第二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8班学生）

潘杨花（女） 广州市协和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二 3班学生）

吴彦橦（女）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橦韵剧社社长（18级学前

教育 7班学生）

李海泷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学生会主席（18级通讯网络2班）

杨莹莹（女）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会志愿者部部长

（17级电商高级 3班）

谢丽洁（女）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社团联合会会长

（18级幼教 3g班学生）

蔡裕芝（女） 广州市第三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7 班学生）

刘峻坤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团委学生会主席（高二

4班学生）

胡紫淇（女） 广州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学生会主席

团成员兼团务部部长（高二 7班学生）

张升钜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3班学生）

胡秋琳（女） 广东仲元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3 班学生）

章欣怡（女） 广州市南沙东涌中学高一 1班团支部书记（高一

1班学生）

倪 隽 广州市从化区从化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6班学生）

赵丹芸（女） 广州市增城区增城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2班学生）

李菀芮（女） 深圳市福田外国语高级中学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高三 9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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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萍（女） 深圳市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19级 11-14班联合

支部委员会书记（高二 13 班学生）

臧钰博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学生会权益部部长（高二

1班学生）

隆笑（女） 深圳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实验学校学生会

主席（初二 6班学生）

阿布杜许库

尔·阿布力米提

深圳市松岗中学学生会义工部部长（高三 13班

学生）

李 颖（女） 深圳市平冈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6班学生）

郑佳恩（女） 深圳市龙华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6 班学生）

陈安欣（女）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实验学校学生会主席（初二

10班学生）

刘淑慧（女） 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2019级 1班班长（高二

1班学生）

王之果（女） 深圳亚迪学校学生会会长（初三 6 班学生）

刘劲锋 深圳市育新学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高星级

饭店运营与管理 18 级 3 班学生）

江雪玲（女） 深圳市健康管理学院分团委学生会副主席（17级

眼视光技术G5-2班学生）

石景丹（女）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学生会主席

（19级网络班学生）

江晓雁（女） 珠海市卫生学校学生会主席（19级助产1班学生）

于依帆（女） 珠海市高新区金鼎中学学生会主席（初二7班学生）

罗佳慧（女） 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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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部部长（高二 6班学生）

林 薇（女） 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学生会主席（18级3班

学生）

赵文君（女） 珠海市梅华中学学生会主席（18级 7班学生）

李毓桓 珠海市斗门区第二中学学生会主席（初三2班学生）

陈睿扬 珠海市第一中学年级宣传委员负责人（高二13班学生）

郭 静（女） 汕头技师学院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室内

设计 GD19 班学生）

杨联锴 汕头市金山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三 11班学生）

丁淑琪（女） 汕头市达濠华侨中学年级学生会主席（高三

18 班学生）

连泽锴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中学学生会秘书部部长

（高三 14班学生）

姚史丹（女）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8 班学生）

余灿凰（女） 汕头市南澳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一 5 班学生）

黄奕宏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学生会执行主席（18J4

机电一体化（电气方向）预备技师班学生）

徐煊雅（女） 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实验中学学生会副主席

（初三 13班学生）

刘子怡（女） 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学生会生活部部长（高三

6学生）

王艺宜（女） 汕头市翠英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2 班学生）

李建航 佛山市禅城区华英学校 2018级 14班班长（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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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班学生）

温淑棉（女） 佛山市惠景中学学生会主席（初三 5 班学生）

聂妙然（女）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2018级9班团支部书记

（高三9班学生）

罗承香（女）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团委监察部

部长（19级护理 1班学生）

赵俊杰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主席

（数控 182班学生）

马淑莹（女）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校区团委组织部长

（19级会计 2 班学生）

陈彦霏（女） 佛山市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学生会副主席

（高二 9 班学生）

李敏滋（女）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会主席团秘书长

（18级服高班学生）

曾 政 韶关市技师学院团委学生部部长（电梯 1851班

学生）

曾建伟 韶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信息系 1802班团支部

书记（升学部 1806班学生）

黄奎杰 韶关市第一中学高三（1）班班长（高三 1班

学生）

刘禹良 河源市源城区东埔中学团委学生会主席（高三9班

学生）

朱晨璐（女） 河源市广州大学附属东江中学学生会主席

（高二 7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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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芷钥（女） 河源中学实验学校高中部学生会志愿者服务部

部长（高三 4班学生）

刘淇淇（女） 河源市河源中学 2021届 2班团支部组织部部长

（2021届 2班学生）

叶月熔（女） 河源市和平县四联中学学生会副会长兼纪检部

部长（高二 1班学生）

钟梓敬 河源市龙川县技工学校团委书记助理（18级

美术班学生）

温俊豪 河源市体育运动学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19级

3班学生）

黄智锐 梅州市大埔县虎山中学高三（2）班班长（高三

2班学生）

罗焱丹（女） 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高二（6）班副班长（高二

6班学生）

李 璇（女）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018级 14班班长（高三

14班学生）

李思琪（女） 梅州市平远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一 8班学生）

曾超宇 梅州市蕉岭中学高三（11）班副班长（高三

11班学生）

曾乐天 梅州市五华县中英文实验学校高一（3）班团支部

书记（高一3班学生）

孙熙哲 惠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青年志愿者

协会会长（高二 4班学生）

郑婷婷（女） 惠州市龙门县职业技术学校19学前教育1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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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19级学前教育1班学生）

杨一飞（女） 惠州市惠南学校学生会主席（初三 2 班学生）

余泽锋 惠州市惠东县技工学校阳光服务协会会长（19级

机电一体化技术1班学生）

王梓灵 惠州市博罗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6班学生）

谭莘耀 惠州市第一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2班学生）

房绮媛（女） 惠州市广东省技师学院学生会执行主席（17级

商务文秘 1班学生）

陈智耿 惠州市惠城区技工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9级

电气班学生）

张恺贤 惠州市东江高级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11班学生）

陈钰蓉（女） 汕尾市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起航关爱协会理事长

（19级电子商务1班学生）

陈俊耀 汕尾市甲子中学团委学习部部长（高三 20班

学生）

余书韦（女）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九（1）班班长（初三 1班

学生）

黄碧钗（女） 汕尾市海丰县实验中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高三 8 班学生）

沈扬洋（女） 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学生会权益部部长

（高二 16班学生）

翟国正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高二3班班长（高二3班学生）

陈 曦（女） 东莞中学初中部初三（16）班班长（初三 16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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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雨薇（女） 东莞市可园中学 2018级 05班团支部书记（初三

5班学生）

王 欣（女） 东莞市第十高级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5班学生）

张宝仪（女） 东莞市桥头中学学生会副主席（18级 4班学生）

刘梓洋 东莞市中堂中学学生会副主席（初三 7班学生）

刘炜霞（女） 东莞理工学校学生会主席（19级会计 2班学生）

陈家曦 东莞经济贸易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 1901班

班长（物流 1901班学生）

刘 恺 东莞市育才职业学校2019级机器人专业2班团支部

书记（19级机器人二班学生）

唐 懿（女） 中山市技师学院团委宣传部部长（187管理502班

学生）

张晓倪（女）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管联系团总支组织部干事

（19级商务英语学生）

吴瑶瑶（女）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校团委实践部干部

（高二 3班学生）

罗晶晶（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学生会主席（18级 1班学生）

梁恩杰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学生会主席（19室内学生）

宋 洁（女） 中山市沙溪沙溪初级中学学生会主席（初二 3班

学生）

高梅欣（女） 中山市永宁中学永中志愿银行行长（初二6班学生）

罗敏俐（女）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团委干部（1803 班学生）

李晓慧（女） 江门市第一中学学生会年级分会主席（高二

13 班学生）



— 28 —

邬淑欢（女） 江门市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

（19级中德汽修1班学生）

杨善贻（女） 江门市培英初级中学学生会广播部部长（初三2班

学生）

林文东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8班学生）

李卓蓥（女） 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学生会主席（初三1班学生）

马淑娉（女） 江门市台山市第一中学学生会社会实践部部长

（高二 17班学生）

李卓青（女） 江门市鹤山市第一中学高二 1 班组织委员

（高二 1 班学生）

莫玉霞（女） 阳江市阳春市第四中学小星星广播站站长

（高三 2 班学生）

蔡欣宏 阳江市阳春市第一中学自主管理委员会主席（高三

2班学生）

敖晓银（女） 阳江市卫生学校学生会主席（18级农村医学班

学生）

黎幸进 阳江市阳西县第一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三9班学生）

李金孟 湛江市第二中学学生会风纪部部长（高二 12班

学生）

李晓韵（女） 湛江市吴川市第一中学 2019 级团总支书记

（高二 10班学生）

吴志学 湛江市雷州市职业高级中学学生会主席（18级

计算机 1班学生）

卜冠荣 湛江市廉江三中微光摄影社社长（高二14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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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敏（女） 湛江市第五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6 班学生）

林美玲（女） 湛江市廉江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2 班学生）

莫晓梦（女） 湛江市坡头区第一中学学生会组织部部长

（高二 10班学生）

廖 晋 湛江市技师学院社团联合会办公室主任（17级

电气 3+2班学生）

林荣英（女） 湛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会主席（听障高二 1班

学生）

陈小池（女） 湛江市雷州市第二中学南枝文学社副社长

（高一 4 班学生）

黄嘉泳（女） 广东高州中学学生会文娱部副部长（高二 27班

学生）

观珈羽（女） 茂名市电白一中高二 3班班长（高二 3班学生）

周 涛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会主席（18级机器人

五年制班学生）

吴雨优（女） 茂名市高州市第二中学高三38班班长（高三38班

学生）

方惠琦（女） 茂名市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石鼓校区学前

教育1814班团支部书记（学前教育1814班学生）

何厚谅 茂名市第一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24班学生）

蔡宵霞（女） 茂名市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8级

平面1班学生）

李其励（女） 茂名市信宜砺儒中学学生会副会长（高二 10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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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天 茂名市第十六中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高二5班

学生）

陈冬媚（女） 茂名市电白区实验中学高二 8班班长（高二 8班

学生）

赖雯琪（女） 茂名市第五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9 班学生）

谢旻君（女） 肇庆加美学校学生会骨干（高一 3 班学生）

亚力昆·阿布

都米吉提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新疆部学生分会主席（19级

平面设计1班学生）

尧 欢（女） 广东肇庆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二 9 班学生）

区舒文（女） 肇庆市四会中学环境保护协会学生骨干（高二

16班学生）

陈剑铭 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会实践部学生骨干（高 518

机器人 3班学生）

莫金圣 肇庆市怀集县第一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C3班

学生）

林 宸 肇庆宣卿中学高中部学生会主席（高一1班学生）

蔡烨炫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2020电子1班班长（20级

电子1班学生）

李 乐 清远市连山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9级

学前教育班学生）

谭小芳（女）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学生会

副主席（初三 1班学生）

张宸豪 清远市广铁一中（万科城）外国语学校团委副书记

（高二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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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紫艺（女） 清远市第三中学 2019级高二（8）班团支部书记

（高二 8班学生）

叶丽盈（女） 清远市源潭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 班学生）

梁笑微（女） 清远市阳山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二 4班学生）

丁杨艺（女） 潮州市湘桥区磷溪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三4班学生）

邱佳键 潮州市高级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三 10班学生）

谢卓锴 潮州市瓷都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三 15班学生）

王锶博 潮州市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会主席（汽车维修18级

1班学生）

郭之晗（女） 揭阳第一中学学生会副主席（高三 15班学生）

蔡世海 揭阳第一中学榕江新城学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高二 21班学生）

杨侠鹏 揭阳捷和职业技术学校团委副书记（19级 15班

学生）

江郑薇（女） 揭阳邱金元纪念中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高二

3班学生）

黄境锐 揭阳市揭东第一中学学生会学联部部长（高二

18班学生）

张嘉权 揭阳市普宁职业技术学校太极拳协会武术部

部长（18级电子 1班学生）

叶斯欣（女） 揭阳市普宁市第二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 12班

学生）

田金娜（女）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中学 2019级创新 2班团支部

书记（19级创新 2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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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桐红（女） 揭阳新华中学校团委委员（高二 2 班学生）

黄 蕊（女） 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学生会主席（高二14班学生）

曾巧燕（女） 云浮市罗定市技工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9级秋

电商班学生）

陈嘉灏 云浮技师学院学生会主席（17级秋计算机网络

应用班学生）

李依婷（女） 云浮市郁南县西江中学社团联合会主席（高二5班

学生）

潘芷珊（女）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广播站站长（19学前三二4班

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