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号 团支部 学院 工作职务 推荐单位 奖项类别 备注
1 刘畅 2015111660 自动化2015-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自动化2015-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2 孙照林 2015111684 自动化2015-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动化2015-02班团支部团支书 自动化2015-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 刘国升 2015111701 轨道2015-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轨道2015-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4 温龙辉 2015111756 轨道2015-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2015-02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轨道2015-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5 李晓明 2015111758 轨道2015-02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团支书 2015级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6 罗兆一 2015111798 轨道2015-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2015-03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轨道2015-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7 欧博雅 2015111973 计算机2015-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2015-02班团支部团支书 计算机2015-02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8 李方舒 2015111981 软件2015-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2015-02班团支部团支书 软件2015-02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9 邓川 2015111992 软件2015-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软件2015-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0 祁韵妍 2015112014 通信2015-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通信2015-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1 魏传琪 2015112040 通信2015-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5-02班团支部团支书 通信2015-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2 张晓雪 2015112087 通信2015-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5-03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通信2015-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3 张洪彬 2015112105 通信2015-04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通信2015-04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4 周凯 2015112119 通信2015-04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班长 2015级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15 郭泠峰 2015112132 通信2015-05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5-05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通信2015-05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6 肖学超 2015112169 微电2015-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微电2015-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7 张红莉 2015112224 物联网2015-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2015-01班团支部团支书 物联网2015-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8 周宇航 2016112202 自动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动2016-01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自动2016-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19 李诺 2016112212 洛灵诗歌协会副会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20 刘强 2016112227 软件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2016-01班班长 软件2016-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21 夏嘉伟 2016112228 自动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自动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22 张琪 2016112253 轨道2016-01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校友中心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23 连世侃 2016112254 轨道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国际化事务部活动部部长 学生国际化事务部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24 肖皓宇 2016112258 轨道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党总支中心骨干成员 本科生党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25 郑安琪 2016112259 轨道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轨道2016-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26 苏昕宇 2016112284 轨道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2016-02班团支部团支书 轨道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27 冯思怡 2016112303 轨道2016-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院团委组织部部长 院团委组织部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28 金天恺 2016112307 轨道2016-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学院校企合作发展中心副主席 轨道2016-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29 龙芳 2016112337 轨道2016-04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2016-04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轨道2016-04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0 郑佳琪 2016112383 计算机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2016-02班团支部团支书 计算机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1 高诗南 2016112459 计科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学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32 高国彬 2016112462 软件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软件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3 潘露盛 2016112471 计算机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2016-01班团支书 计算机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4 唐翰 2016112473 通信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6-01班学习委员 通信2016-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5 杜世龙 2016112503 学生园区自我管理委员会宣传与资源建设部部长 学生工作部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36 陈佳文 2016112509 通信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6-02班心理委员 通信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7 王煜民 2016112543 国旗班副班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38 戴文龙 2016112556 通信2016-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6-03班团支部组织委员 通信2016-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39 周莆钧 2016112568 电科（微电）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科（微电）2016-01班团支部文体委员 电科（微电）2016-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40 付顺超 2016112576 电科（微电）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学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41 唐大伟 2016112585 电科（微电）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党总支中心骨干成员 本科生党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42 舒恬 2016112609 电科（微电）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科（微电）2016-02班班长 电科（微电）2016-02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43 李舒 2016112623 物联网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2016-01班团支部心理委员 物联网2016-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44 龚静懿 2016112643 物联网2016-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党总支中心骨干成员 本科生党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45 黄超 2016112658 物联网2016-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2016-02班宣传委员 物联网2016-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46 张超 2016200595 研2016-03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学习委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47 李虹叶 2016200615 研2016-04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兼职辅导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48 欧阳小草 2016200656 研2016-05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团支书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49 徐绍俊 2016200685 研2016-06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50 周庭旭 2016210563 研2016-08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51 叶少晖 2016210584 研2016-09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团宣传委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52 姜有翔 2017112173 自动化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动化2017-01班生活委员 自动化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53 李劲松 2017112227 自动化2017-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动化2017-02班团支部组织委员 自动化2017-02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54 孙雨欣 2017112245 轨道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国际化事务中心 秘书长 轨道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55 胡雯雨 2017112287 轨道2017-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学生艺术团所属锦瑟中乐团正式团员 轨道2017-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56 朱卿瑗 2017112318 轨道2017-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2017-03班团支部团支书 轨道2017-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57 汪禹奇 2017112328 软件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会办公室主任 学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58 赵大燕 2017112329 计算机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学院学生事务中心部长 信息学院学生事务中心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59 王晴 2017112350 计算机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2017-01班班长 计算机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0 资棋莹 2017112387 计算机2017-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计算机2017-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1 刘震鑫 2017112394 软件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2017-01班团支部学习委员 软件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2 王瑶 2017112398 ACM协会宣传部部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63 蒋欣洋 2017112424 ACM协会培训部副部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64 赵雪豹 2017112466 计算机2017-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2017-03班学习委员 计算机2017-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5 孟祥多 2017112476 软件2017-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2017-02班学习委员 软件2017-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6 冯伟凌 2017112515 通信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7-01班学习委员 通信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7 冯姝雅 2017112519 信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部部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68 杨莉君 2017112545 通信2017-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通信2017-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69 周栗弘 2017112554 街舞协会breaking部副部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70 李仕俊 2017112559 通信2017-03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2017-03班团支部团支书 通信2017-03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71 李怡霏 2017112600 电科（微电）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科（微电）2017-01班班长 电科（微电）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72 邢鹏程 2017112633 电科（微电）2017-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团支部书记 电科（微电）2017-02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73 卢炫昆 2017200502 研2017-02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级2班团支部书记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74 陈婕 2017200538 研2017-03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75 刘阳 2017200557 研2017-03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76 徐臻韬 2017200580 研2017-06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77 周  芳 2017200626 研2017-06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副部长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78 周  鑫 2017200627 研2017-06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部长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79 窦  磊 2017200631 研2017-06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06班学习委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0 张  瑞 2017200645 研2017-06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06党支部组织委员 研究生党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1 翟冠霖 2017200648 研2017-11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级11班生活委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2 周莉莹 2017210677 研2017-04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班长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3 秦文萍 2017210702 研2017-07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研2017-07班团支部书记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4 曹丹南 2017210712 研2017-07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学院研究生会文体部部长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85 谭博夫 2017210743 研2017-08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8班党支部书记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6 彭莉兰 2017210776 研2017-09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团支书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87 朱守魁 2017210795 研2017-09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生会文体部副部长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88 乔东 2017210798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会媒体宣传部副部长 校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89 乔东 2017210798 研2017-09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心理委员 校团委校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90 陈佳伟 2017210800 研2017-09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生会办公室副部长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91 周伟浩 2017210826 党委宣传部学生助理 党委宣传部 校级优秀团员 校级学生组织推荐



92 黄春晓 2017210866 研2017-12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12班党支部 党支书 研究生党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93 王龙 2015112254 物联网2015-02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物联网2015-02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94 尤嘉成 2016210658 研2016-11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班级前党支部书记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95 余贝琪 2017112238 轨道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青协服务部部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校级优秀团员 院级学生组织推荐
96 陈文博 2017112391 物联网2017-01班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无 物联网2017-01班团支部 校级优秀团员
97 陈丰琴 2017200593 研2017-05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党支部组织委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98 谭佳 2017210738 研2017-08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副部长 院研究生会 校级优秀团员
99 李姝欣 2017210854 研2017-09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2017-12班团支部 宣传委员 研究生团总支 校级优秀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