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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度广东省高校学生工作先进个人”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中山大学 李越瀚 男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2 华南理工大学 魏争 女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 暨南大学 曾庆慧 女 学生处

4 华南农业大学 尹卓君 女 工程学院

5 南方医科大学 兰峻 女 第一临床医学院

6 广州中医药大学 陈颂恩 女 中药学院

7 华南师范大学 唐小煜 男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8 广东工业大学 邓庆华 男 机电工程学院

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董婷 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0 汕头大学 汪晓娟 女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11 广东财经大学 林强 男 人文与传播学院

12 广东医科大学 盛文楷 男 第一临床医学院

13 广东海洋大学 何凤梅 女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1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姚荣玉 女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15 广东药科大学 杨苑芬 女 公共卫生学院

16 星海音乐学院 黎燕 女 钢琴系

17 广州美术学院 何卓雅 女 雕塑系

18 广州体育学院 张明有 男 研究生院

1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李秋 女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20 岭南师范学院 李春霞 女 商学院

21 韩山师范学院 柯东贤 男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冯晓 男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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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东金融学院 钟培权 男 互联网学院

24 广东警官学院 易凤薇 女 公共管理系

25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毕伟宏 男
学生工作部（处）就业指导

中心

26 广州大学 吕延明 女 人文学院学工办

27 广州医科大学 欧丽娅 女 护理学院

28 深圳大学 刘妍 女 土木工程学院

29 韶关学院 江杰英 男 旅游与地理学院

30 嘉应学院 夏丹 女 生命科学学院

31 惠州学院 郑蒙 女 学生处

32 东莞理工学院 梁意红 女 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33 五邑大学 李秀平 女 智能制造学部

3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郑晓仪 女 机电工程学院

35 肇庆学院 杨玉孟 女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大

数据学院

36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郭永俊 男 学生工作处

37 广州航海学院 赵垒 男 海运学院

3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吴忠坤 男 轻化工技术学院

39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朱丹 男 学生处

40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林彩燕 女 电子与通信学院

41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罗春科 男 应用外语系

4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健 男 轻化工程系

43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黄伟荣 男 土木工程系

4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魏俊貂 女 学生工作处

4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莫斌 男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46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振宇 男 信息学院

4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赵婷婷 女 应用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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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高伟 男 公共基础部

49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林俊国 男 学生处

50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郭津津 女 艺术设计系

51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石军 女 护理学院

5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林绮婷 女 文化艺术学院

53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燕惠彬 女 外语系

54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马娟 女 学生处

55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林桥斌 男 计算机学院

5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章超介 男 环境艺术系

5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范光宇 男 外语外贸学院

58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谢秋燕 女 团委

5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林红 男 商贸系

60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付霞 女 机电工程学院

6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王兴立 男 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

6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胡群香 女 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

6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林海玉 男 旅游管理学院

64 许秋玲 女 人文学院

6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郑传炫 男 艺术体育系

66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张丽敏 女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67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饶冬 男 电子工程系

68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鹏远 男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69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张璐斯 女 经济管理系

70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陈慧文 女 电子信息学院

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媗 女 学生处

72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李官权 男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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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黄爱芳 女 护理学院

74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陈清云 女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7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瞿时章 男 外语学院

76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张楠 女 体育系

77 广东培正学院 周瑜 男 学生处

78 广东白云学院 柯玉舟 女 工商管理学院

79 广东科技学院 胡萍 女 艺术设计系

80 民办南华工商学院 余喜文 男 校团委

81 私立华联学院 刘旭 男 学生处

82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吴晓祈 男 学生处

83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邢永健 男 学生处

84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吴枫鸿 男 崇礼书院

85 广东东软学院 李胜珠 女 商务管理系

86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翁楚歆 男 团委

87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胡志伟 男 音乐舞蹈学院

88 广州工商学院 蒙宗玲 女 工商管理系

89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邓小彬 男 学工处

90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陈康 男 学生发展部

91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秦丹丹 女 汽车工程学院

92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何栋 男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

93 广东理工学院 黎钻仪 女 外语系

94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胡艳敏 女 工商管理系

95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陈海彬 男 学生处

96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刘子龙 男 学生处

97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杨文彬 男 学生处

http://www.gds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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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罗发香 女 学生处

99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刘欣 女 建筑工程学院

100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郭广秀 女 工程系

101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陈金苗 女 学生处

102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许哲佳 男 艺术传媒学院

10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房仲威 男 财经学院

104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庄健进 男 学生事务处

105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王燕 女 外国语学院

106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李大刚 男 计算机学院

10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王耀宗 男 外国语学院

108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龙东 男 金融与贸易学院

109 广州商学院 汤振华 男 会计学院

110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谌裕勇 男 外语外贸学部

111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李妙芝 女 经济学系

112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李玉春 男 商学院

113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冯国艳 女 管理学院

114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李葡阳 女 商学院

115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祁 健 女 管理学院

116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刘美娇 女 外国语系

1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
陈国静 女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118 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 陈小峰 男 文学院外语系

119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黄志伟 男 学生处

120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林亮 男 数码媒体系

121 汕头大学医学院 李丽萍 女 学生工作部

122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

学院
何伟明 男 环境艺术与服务系

http://www.gdwlxy.cn/
http://www.jlu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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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姚伟妍 女 学生工作处

124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陈少萍 女 学生工作部、就业指导中心

125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王竹青 女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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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度广东省高校学生工作优秀团队”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1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与能源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3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4 华南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5 南方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学工团队

6 广州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7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8 广东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学工团队

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英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0 汕头大学 学生处助学工作管理中心

11 广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2 广东医科大学 药学院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团队

13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团委

1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辅导员工作研究协会

15 广东药科大学 药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6 星海音乐学院 学生工作处

17 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8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自动化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20 岭南师范学院 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1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2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化工学院学工团队

23 广东金融学院 保险学院学工团队

24 广州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学工团队

25 广州医科大学 易班学生工作团队

26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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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韶关学院 体育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28 嘉应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29 惠州学院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30 东莞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31 五邑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学工队伍

3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学工办

33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学工团队

34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35 广州航海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3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37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信息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38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团队

3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学工办团队

40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系学生工作团队

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与艺术系学生工作团队

42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工程技术系学工团队

4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部

44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海事学院学工团队

45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化工程系学生工作团队

46 广东司法警察职业学院 警察系学生工作团队

47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公共管理系（中文系）学生工作团队

48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系学生工作团队

49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医保健学院学工团队

5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5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动物科技系学生工作团队

5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珠宝学院学工团队

5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就业指导中心

54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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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学院学工团队

5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学院学工团队

5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工团队

58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系学生科

59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学工队伍

6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装备制造系学生工作团队

6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处

62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技术系学生工作团队

63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学工团队

64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

65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助学中心

6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学工团队

67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科学系心启点团体辅导工作坊

68 广东培正学院 人文系学生工作团队

69 广东白云学院 建筑学院辅导员团队

70 广东科技学院 保卫处、武装部学生工作团队

71
民办南华工商学院（广东南华工

商职业学院）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72 私立华联学院 共青团私立华联学院委员会

73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

74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处工作团队

75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工团队

76 广东东软学院 信息管理与工程系学生工作办公室

77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78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处

79 广州工商学院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团队

80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81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队伍

http://www.gds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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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学工团队

83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理工学院学生处

84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学生处

85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86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87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艺术系学工办

88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学生处宿管科

89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处

90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金融系学生工作团队

91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车辆与自动化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学工办

92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学工办

93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应用数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94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经贸学院学生工作队伍

9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航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9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学生工作部（处）

97 广州商学院 广州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团队

9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会计学部学生管理办公室

99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生工作团队

100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商学院学工团队

101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02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学生工作部

103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04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设计学院学生工作团队

10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管理学院

106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会计系学工团队

107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电子系学生工作团队

108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科学系学生工作团队

http://www.jlu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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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系学生工作团队

110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部

111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创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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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九届广东省高校学生工作“红棉奖”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学生工作年限

1 华南理工大学 林智 男 副部（处）长 20

2 暨南大学 刘明 男 党委副书记 20

3 华南农业大学 吴善添 男 党委书记 20

4 南方医科大学 刘宏华 女 党委副书记 22

5 广州中医药大学 邱敏 女 辅导员 21

6 华南师范大学 雷蕾 女 副部（处）长 22

7 广东工业大学 苏兆祥 男 党委副书记 21

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林茂辉 男 党委副书记 21

9 汕头大学 林禄水 男
党总支副书记、研究

生工作部副部长
21

10 广东财经大学 赵崇莲 女 副部长 20

11 广东医科大学 陈明 男 党委副书记 21

12 广东海洋大学 秦红明 男 就业科科长 21

13 广东药科大学 刘文伟 男 党委副书记 21

14 星海音乐学院 罗能 男 副处长 20

15 广州体育学院 潘正朕 男 副部长、副处长 21

16 岭南师范学院 吴万 男 党委副书记 23

17 韩山师范学院 陈浩庆 男 学院党总支书记 30

18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黎育生 男 党委副书记 20

19 广东金融学院 钟兰 女 党总支副书记 21

20 广东警官学院 罗予平 女 学工办主任（大队长） 20

21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何燕辉 男 系党总支书记 20

22 广州大学 肖杏烟 女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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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州医科大学 魏兆瑜 女 副部（处）长 20

24 深圳大学 郑纯 女 院党委副书记 22

25 韶关学院 张良有 男 副处长 22

26 肇庆学院 卢咏 男 党委副书记 22

27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
饶少群 男

党委学生工作部部

长、学生处处长、学

校招生办主任

30

28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陈前明 男 党总支书记 21

29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少娜 女 党总支书记 20

3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冯荣阳 男 系党总支书记 23

31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陈小威 男 党委副书记 28

3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徐文杰 男 辅导员 24

3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罗泽榕 男 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26

34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孙萍 女 系党总支书记 28

3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陈利群 男 思政科科长 24

36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邹远泉 男 学生管理科科长 23

3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伍乃强 男 党总支书记 21

38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谭显波 男 副处长 20

39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覃瑜林 男 处长 25

40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尤德姝 女 党总支书记 33

41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莫秋婵 女 党总支部书记 25

42 广东白云学院 陈理玫 女 学院党总支书记 33

43 广东科技学院 陈标新 男 党委副书记 24

44 私立华联学院 陈福平 男
副处长、就业指导教

研室主任
20

45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张德宜 男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20

http://www.gds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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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李曲生 男 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46

4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

国商学院
黄汉成 男 党总支书记 20

48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刘友坤 男 学院党委书记 24

49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曾祥彪 男 副处长 27

5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宫宝成 男 党总支书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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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六届广东省“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主要负责人（不超过三人） 项目开始时间

1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哲学系校史国情专题教育 王燕芳、李琳玮 2014 年

2 华南理工大学 初心不改 薪火相传 清明义工在路上 淡瑞霞 蒋主浮 徐喜春 1988 年

3 华南师范大学
智享云课堂——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

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
王政忠、董光柱 2014 年

4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大学生家国情怀培养工程 李欢 邝枣园 张壮涛 2014 年

5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先锋行工程 植桂超 李惠红 江能兴 2014 年

6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之家 张少鑫、卢秀萍、刘志威 2014 年

7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学生阶段性警示教育 卢景值、赖汉深、莫殷转 2013 年

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有两个

项目）
“问道•匠心•筑梦”品牌活动 曾晓秋、工商管理学院学工团队 2014 年

9 岭南师范学院 大学生党员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新途经 郑晓辉 陈 静 2012 年

10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凤凰花开处·青春志愿行——基于人才培

养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探索
李振超、林绮婷、朱键 2012 年

11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成长伙伴”助学精品项目 孙小芳 邓小彬 张文斐 2014 年

12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书香文化浸城院，诗风国韵诵千秋 宋秋敏 苗琳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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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三全育人”理念下之“全方位育人”践

行——“勿忘初心·青春随行”新生入学

主题教育活动

林秋贵、徐仲亨、牛瑞 2014 年

1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会计与金融学院“育人有礼”主题教育活

动
张劲松 马荣 任琴书 2013 年

1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成才伙伴孵化培育计划 陈淼 侯伟宁 周广林 2014 年

1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创新创业训练营----以园林工

程技术专业为例
郭慧、常晶晶、罗雪榕 2014 年

1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以赛促学 以文化人——“一二三四五”

大学生科技竞赛实践育人项目
杨光群、谢锐凌、姚志颖 2000 年

1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小语种，新战略，大作为——东方语言文

化学院亚洲文化节
曾智鹏 沈永英 朱浩文 2011 年

19 广东工业大学
“三进三升”的高素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
史育群、蔡述庭、吕元俊 2011 年

20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文化融合工程 翁楚歆 2008 年

2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幸福人生”生涯发展指导体系及平台建

设——以“筑梦”生涯工作室为依托
刘峰、席丽娟、谢文静 2014 年

22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创业魔法学堂”——大学生创新创业培

育体验式实践
张璐斯、余嘉莹、杨月莹 2013 年

23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职场连环闯——大型职场体验类公益项

目
陈殿藩 林沛 王思梅 2007 年

24 惠州学院
培育高校卓越法律人才“优质土壤”——

惠州学院法律促进会学生社团实践活动
蒋炜 胡 萍 袁文峰 2014 年

http://www.jlu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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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山师范学院 资助塑造灵魂，感恩陪伴成长 卢裕钊、王霖、林泽恺 2013 年

26 广州航海学院 创新创业及学术科技能力提升工程 谭文才 黄燕平 刘楚 2013 年

27 汕头大学 EIP—CDIO 成长训练营 姚熠、沈育德、郭春娟 2007 年

2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课三

平台”育人模式
宋 婕、黄冠文、谭习龙 2006 年

29 暨南大学
构筑学生领袖成长平台 培养担当大任

时代新人
区向丽 张文龙 2011 年

30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心晴驿站”——与你相伴 祁健、李泳 2012 年

3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健康同伴者教育公益课堂 温文妮、陈慧枫、何智聪 2011 年

32 华南农业大学
播撒心灵阳光，快乐健康成长——构建

“3+5”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林伟波 梁娟 朱鸿运 2005 年

33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军训教官培养项目 刘春杰 袁远 刘平 2014 年

34 广州大学 传承经典文化，共建书香校园 刘军军、吕延明、张立 2010 年

35 广东财经大学 “团队式”科研育人模式探索 李恩华 2014 年

36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实践 卢毅大、燕慧、蒋松桂 2013 年

37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励志强能”资助育人项目 聂琼，唐芬，余美瑾 2012 年

3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英语角综合素质培养项目 陈胜 高彩云 冯钿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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