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2019届毕业生“三好学生”推荐汇总表

序号 姓  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职  务 政治面貌

1 俞晓斌 31520207013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网络1501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2 张光耀 31520207014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网络1501 生活委员 中共党员

3 周芸羽 31520207014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网络1501 心理委员 共青团员

4 顾旭 31520205011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5 周吉虎 31520205014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无 预备党员

6 罗一飞 31520205012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副班长 共青团员

7 李晓柳 31520205011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文艺委员 预备党员

8 马威 31520205012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心理委员 共青团员

9 王静 31520206013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无 预备党员

10 王婷婷 31520206014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无 共青团员

11 李雅楠 31520206012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团支书 预备党员

12 陈款 31520206010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生活委员 共青团员

13 李娟 31520206012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纪律委员 共青团员

14 方子佳 31520206011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班长 共青团员

15 匡磊 31520206021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班长 预备党员

16 尚苏杭 315202060238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副班长 共青团员

17 吴诤 31520206025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18 夏慧敏 31520206025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文艺委员 共青团员

19 乔魁武 315202060236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20 钱涛 31520206023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21 许星杰 31520207013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无 共青团员

22 刘健 31520206032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无 共青团员

23 胡序伟 31520206031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体育委员 共青团员

24 李迅 31520206032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副班长 共青团员

25 陈媛媛 31520206030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无 共青团员

26 林章新 315202060426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无 共青团员

27 朱金钢 31520206046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无 共青团员

28 昂子杰 31520206040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无 共青团员

29 何进 31520206041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无 共青团员

30 任书鹏 31520206043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纪律委员 共青团员

31 李飞飞 31520206042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无 共青团员

32 曹意 31520206050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副班长兼纪律
委员

预备党员

33 高昌盛 31520206051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信息员 共青团员

34 何承尧 31520206051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团支书 共青团员

35 刘洋 31520206052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生活委员 预备党员

36 巩肖振 315202060606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心理委员 共青团员

37 张猛 31520206065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38 汪龙凡 31520206063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文体委员 共青团员

39 姜玉杰 31520206061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无 共青团员

40 徐文兵 31520206064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生活委员 共青团员

41 杨博 31520206064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副班长兼纪律
委员

共青团员

42 秦玉杰 31520206073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43 余宏 31520206075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44 陈远航 31520206070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生活委员 预备党员

45 王燕 31520206074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心理委员 共青团员

46 乔家琪 315202060736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无 共青团员

47 桑振兴 315202060738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无 共青团员

48 刘珍 31520206082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心理委员 共青团员

49 李玉 31520206082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50 张静 31520206085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生活委员 共青团员

51 朱文涛 31520206086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52 陈其强 315202060806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无 共青团员

53 程琳 31520703010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副班长 共青团员

54 何凯林 31520703010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班长 共青团员

55 马晓斐 31520703011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56 汪智敏 31520703012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57 张帅帅 31520703014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团支书 预备党员

58 刘纪红 31520703022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宣传委员 预备党员

59 陆瑶 31520703022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无 共青团员

60 张丹丹 31520703023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副班长 共青团员

61 梁晓东 31520703021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62 王琴 31520702012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学生 共青团员

63 王运波 31520702013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64 汪平 31520702012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副班长 共青团员

65 许恒辉 31520702013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66 许秀梅 31520702023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无 预备党员

67 臧春秀 31520702025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无 预备党员

68 张贺 31520702024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无 共青团员

69 胡建 31520702021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学委 共青团员

70 张港 31520704014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团支书 预备党员

71 颜世康 31310704033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班长 中共党员

72 刘邦国 31520704011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体育委员 共青团员

73 吴建琳 31520704013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74 葛朝强 31520704011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副班长 共青团员

75 从茵 31520704020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学习委员 中共党员

76 马海亮 31520704021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77 苗飞祥 31520704022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团支书 共青团员



78 滕奇 31520704024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无 预备党员

79 王荣杰 31520703023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 团支书 预备党员

80 范铭轩 31520704030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81 彭晋超 31520704031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 生活委员 共青团员

82 尹宏亮 31520704033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83 胡丑 31520704040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 班长 共青团员

84 沈浩 31520704041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 团支书 共青团员

85 苏许 31520704041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86 韩俊涛 31520704040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87 王昊楠 31520704042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 副班长 共青团员

88 涂晓纯 31520701012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生活委员 预备党员

89 王琴 31520701012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90 杜飘飘 31520701011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宣传委员 预备党员

91 吴梦梦 31520701013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无 预备党员

92 陈海锋 31520701020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2 无 共青团员

93 程宇 31520701020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2 班长 预备党员

94 钟丹丹 31520701024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2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95 粱长洋 315201040121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团支书 共青团员

96 杨皓月 315201040134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97 张允岚 315201040141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无 共青团员

98 闫东 315201040145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无 预备党员

99 屈文浩 315201040221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2 团支书 共青团员

100 王雯雯 315201040228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2 文艺委员 预备党员

101 张孝宇 315201040238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2 体育委员 共青团员

102 范玲 315201030111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无 预备党员

103 伏娜娜 315201030112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无 共青团员

104 孙石磊 315201030126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无 共青团员

105 许清 315201030137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无 共青团员

106 杨秀茹 315201030141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组织委员 预备党员

107 王成伟 31520101012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108 王坤 31520101012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纪律委员 共青团员

109 吴帅兵 31520101013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组织委员 预备党员

110 张响响 31520101013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体育委员 共青团员

111 陈辉 31520101020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纪律委员 共青团员

112 汤守伟 31520101022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团支书 共青团员

113 涂鸿彦 31520101022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14 王浩 315201010228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体育委员 共青团员

115 季明玉 31520101030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无 共青团员

116 万涛 31520101032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无 共青团员

117 汪瑞峰 31520101032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无 共青团员



118 王影影 31520101032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无 预备党员

119 王永超 31520101032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无 共青团员

120 赵燕 31520101044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体育委员 预备党员

121 李猛 31520101041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无 共青团员

122 李向利 31520101041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无 预备党员

123 卢超 31520101042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124 崔路路 31520101040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副班长 共青团员

125 赵臣臣 315201020141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无 预备党员

126 章翼 315201020137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无 群众

127 俞洋 315201020136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28 张辉 315201020140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无 预备党员

129 朱晓明 315201020242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宣传委员 预备党员

130 朱正超 315201020244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31 卢潘玲 315201020219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无 群众

132 黄勇 315201020212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无 群众

133 吴飞 315201020330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学习委员 群众

134 贾文菊 315201020311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文艺委员 预备党员

135 蒋光记 315201020313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无 群众

136 万鹏 315201020326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组织委员 群众

137 乐玉峰 315201020416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无 预备党员

138 代兴雷 315201020407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无 预备党员

139 郭变变 315201020410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40 韩晓标 315201020413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无 群众

141 邹静静 315205040144 管理工程学院 工管1501 班长 预备党员

142 沈倩 315205040121 管理工程学院 工管1501 组织委员 预备党员

143 王凯丽 315205040132 管理工程学院 工管1501 无 共青团员

144 董金凤 315205040108 管理工程学院 工管1501 无 共青团员

145 王蕊 315205010123 管理工程学院 国贸1501 无 预备党员

146 程钱璇 315205010104 管理工程学院 国贸1501 无 共青团员

147 唐九慧 315205010121 管理工程学院 国贸1501 无 共青团员

148 李跃文 315205010113 管理工程学院 国贸1501 班长 预备党员

149 刘芳 315205030118 管理工程学院 营销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50 郝紫金 315205030113 管理工程学院 营销1501 组织委员 预备党员

151 房启银 315205030107 管理工程学院 营销1501 无 共青团员

152 徐永丹 315205030136 管理工程学院 营销1501 无 共青团员

153 方梦婷 315205020108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54 闫旭 315205020145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1501 无 共青团员

155 张盼盼 315205020136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1501 副班长 共青团员

156 张蒙蒙 315205020135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1501 文艺委员 预备党员

157 王相 315106040226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1 文艺委员 预备党员



158 郑喜欢 315106040243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1 体育委员 共青团员

159 衡忠培 315106040206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1 生活委员 预备党员

160 赵兴鑫 315106040141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1 学习委员 共青团员

161 夏孟磊 315106060129 艺术设计学院 视传1501 无 共青团员

162 姚书曼 315106060136 艺术设计学院 视传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63 林瑞洁 315106060113 艺术设计学院 视传1501 宣传委员 共青团员

164 王赫哲 315106060124 艺术设计学院 视传1501 班长 共青团员

165 汪瑞 315106050224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2 纪律委员 预备党员

166 廖旭 315106050119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2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67 樊振 315106050107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2 无 共青团员

168 管梦银 315106050110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2 无 共青团员

169 徐蕾 315106050234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1 学习委员 预备党员

170 蒋亚亚 315106050114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1 无 共青团员

171 刘刚 315106050120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1 无 预备党员

172 卢平平 315106050122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1 生活委员 预备党员

173 郑佳慧 315106040142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文艺委员 共青团员

174 张维维 315106040140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无 共青团员

175 李亚如 315106040211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纪律委员 共青团员

176 程思蕊 315106040203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学生 共青团员

177 蔡琼思 315106040201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学生 共青团员

178 刘悦 315106020117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1501 无 共青团员

179 陈启芹 315106020102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1501 无 共青团员

180 李淑婷 315106020115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1501 文艺委员 共青团员

181 杨盖 315106020136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1501 纪律委员 共青团员

182 王婷婷 315211010125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1 团支书 共青团员

183 荣昱 315211010117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1 班长 中共党员

184 王雅文 315211010226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宣传委员 预备党员

185 王伟 315211010225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组织委员 共青团员

186 黄静 315211010210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无 共青团员

187 张安琪 315211010236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无 共青团员

188 张璐璐 315211010238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团支书 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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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职  务 任职期间 政治面貌

1 刘祥 31520205012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中共党员

2 吴慎华 31520206014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副班长 2016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3 张晶锦 315202060155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组织委员 2016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4 储著兵 315202060206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团支书 2016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5 张影 31520206025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生活委员 2016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6 张涛 31520206035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纪律委员 2017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7 周晓杰 31520206036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文艺委员 2017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8 杜飞 31520206041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副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9 吴佳明 31520206044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生活委员 2017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10 王婷 315202070129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网络1501 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11 张长见 31520206055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中共党员

12 朱阿莉 315202060658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13 董学周 31520206060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学习委员 2016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14 于梦思 31520206075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15 李鑫 315202060727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团支书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16 黄文宇 31520206082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副班长 2016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17 张星宇 31520703024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18 瞿程培 31520702015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19 陶秀文 31520702012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团支书 2017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20 徐玉明 31520702023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团支书 2017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21 李玉婷 31520702022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22 王萌 31520704012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学习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23 张漫秸 31520704023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生活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24 刘瑞梁 31520704021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中共党员

25 王欣桐 31520704032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26 丁陵梅 31520701010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组织委员 2015年10月-至
今

预备党员

27 周培峰 31520701024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2 生活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28 莫宏恩 315201040122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29 贾瑞 315201040210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2 宣传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30 王起明 315201030132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团支书 2016年3月至今 预备党员

31 叶开放 315201030144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生活委员 2016年3月至今 预备党员

32 韦新宇 31520101013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班长 2016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33 徐均凯 31520101023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34 陶雪颖 31520101032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团支书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35 魏绍强 315201010328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生活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36 陈宇 31520101040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团支书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37 李思远 31520101041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38 黄长城 315201020110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副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群众

39 胡超群 315201020211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纪律委员 2017年9月-至今 群众

40 程鹍 315201020303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41 侯超云 315201020414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组织委员 2017年9月-至今 群众

42 祖蕾 315205040145 管理工程学院 工管1501 宣传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43 刘超 315205020114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1501 生活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共青团员

44 何祥雨 315205030114 管理工程学院 营销1501 班长 2017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45 刘烁 315106060115 艺术设计学院 视传1501 团支书 2015-2019年 中共党员

46 马丽莹 315106050124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1 团支书 2016-2019年 预备党员

47 丁群 313106050107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2 团支书 2016-2019年 预备党员

48 周文舟 315106050143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1502 班长 2015-2019年 共青团员

49 闫智胜 315106040145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班长 2015-2019年 共青团员

50 何群 315106040205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2 团支书 2015-2019年 预备党员

51 胡胜祖 315106040207 艺术设计学院 环设1501 班长 2015-2019年 中共党员

52 徐彬 315106020132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1501 班长 2015-2019年 共青团员

53 尹文 315211010131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1 学习委员 2015年9月-至今 预备党员

54 何东伟 315211010208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班长 2015年9月-至今 中共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