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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党委〔2016〕32号 

 

 

 

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近年来，我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学校党委、行政的工作部署，奋

发有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推进我校事业取得新的进步，特

别是在推动创新强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省部共建、争创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重要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和战斗堡垒作用，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

貌，涌现了一大批成绩显著、贡献突出、表现优异的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 

在纪念建党 95 周年之际，为了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

标杆，学校党委决定，授予陈一平等 134 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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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授予黄楚文等 36 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

张舸等 36 名同志“优秀党支部书记”称号；授予经济与管理学

院党委等 5个党委“先进党委”称号；授予化学与环境学院教工

第一党支部等 33 个党支部“先进党支部”称号；命名陈文海等

10 名教工党员“‘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命名王玉霞等 10名学生党员“‘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模范共产

党员”称号；命名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科研竞赛型党支部等 10

个支部“特色党支部”称号；授予心理学院“以‘幸福党建工程’

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等 28个项目“党建品牌”示范项目。 

学校党委要求，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要珍惜荣誉，

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校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

集体学习，带好队伍，团结群众，始终成为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

战斗堡垒。全校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牢记宗

旨、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努力成为理想信念坚定，

从严遵纪守法，一心为师生服务的先锋模范。 

学校党委号召，全校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和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按照广东

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战略目标要求，团结一心、开拓

奋进，凝聚起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动力，为实现

“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师范大学”的华师梦，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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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6年“七一”表彰对象名单 

 

 

 

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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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排名不分先后） 

 

一、先进党委(5个)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 

计算机学院党委 

旅游管理学院党委 

二、特色党支部（10个）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科研竞赛型党支部 

法学院党委：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创新强校工程”党支部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2012级本科生党支部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2012级本科生党支部 

后勤党委：饮食服务中心党支部 

附属中学党委：行政支部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党总支：电子纸教工党支部 

网络中心直属党支部 

离退休教工党委：第十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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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进党支部（33个）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教工第一党支部 

文学院党委：文学院教工汉语言学党支部 

本科生 2013 级第一党支部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研究生 2015级党支部 

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2014 级研究生党支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2013级本科生党支部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2012级本科生党支部 

心理学院党委：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党支部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本科生 2014级党支部 

体育科学学院党委：体育科学学院第六党支部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2012级本科生党支部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教工第一党支部   

本科生 2013 级党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2013级本科生党支部 

计算机学院党委：教工第六党支部（云计算党支部） 

地理科学学院党委：2012级本科生党支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党委：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音乐学院党委：音乐学党支部（师范） 

美术学院党委：美术教育系党支部 

旅游管理学院党委：旅游管理系党支部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2012级本科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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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委：财务处党支部  校团委党支部 

南海学院党委：学生第一党支部 

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学生党支部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党总支：科研先锋党支部（研究生第二党支部） 

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2016届毕业班学生党支部 

城市文化学院党总支：人文系教工党支部 

国际商学院党总支：学生第一党支部 

图书馆党总支：第一党支部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直属党支部 

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党总支：学生党支部 

离退休教工党委：老干党支部 

四、优秀党务工作者（36名） 

文学院党委：黄楚文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陈启萍 

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王  鹏 

法学院党委：莫逊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潘文庆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姚文忠 

心理学院党委：张奕华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许益锋 

体育科学学院党委：曾胜昌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陈相光 



 
- 7 -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沈强旺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黄荣晓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万日融 

计算机学院党委：黄平江 

地理科学学院党委：何雪梅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党委：陈雄辉 

音乐学院党委：黄佳明 

美术学院党委：余  庆 

旅游管理学院党委：吕  明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蔡晓平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刘冬梅 

机关党委：赵红全  连泽纯 

后勤党委：黄驹昂 

附属中学党委：邹辉燕 

南海学院党委：王心旭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党总支：陈穗丽 

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刘永琴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党总支：王希朝 

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赖彦希 

城市文化学院党总支：谭俊生 

国际商学院党总支：刘春婵 

图书馆党总支：陈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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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直属党支部：陈础扬 

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党总支：刘奕涛 

离退休教工党委：何天杰 

五、优秀党支部书记(36名) 

文学院党委：张  舸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黄叶坤 

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何  亮 

法学院党委：张荣伟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邓树添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潘妃妹 

心理学院党委：陈  俊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陈春菲 

体育科学学院党委：冯道光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罗兰苑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唐小煜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赖昌南  王亚琴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王晓荣 

计算机学院党委：陈国球 

地理科学学院党委：李霓虹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党委：况姗芸 

音乐学院党委：毕宇龙 

美术学院党委：袁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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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学院党委：崔晓媛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王  伍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胡敏 

机关党委：彭伟忠  雷  蕾 

后勤党委：黄健锋 

附属中学党委：黄爱国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党总支：刘  柳 

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李  宁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党总支：曾礼漳 

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叶灿林 

城市文化学院党总支：邓大情 

国际商学院党总支：连  毅 

图书馆党总支：曾洁莹 

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党总支：邱微静 

离退休教工党委：郑维铭  曾荣青 

六、“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模范共产党员（10 名）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陈文海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崔惠斌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卢晓中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徐曼菲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何广平 

音乐学院党委：王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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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学院党委：刘  俊 

附属中学党委：陆书明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党总支：高进伟 

图书馆党总支：王玉波 

七、“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模范共产党员（10 名） 

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王玉霞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郑银坤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王晓隆 

心理学院党委：赵天阳 

体育科学学院党委：张恒亮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许小冰 

计算机学院党委：胡楚佳 

旅游管理学院党委：邵韵如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刘大建 

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杜晓帆 

八、优秀共产党员 （共 134 名） 

文学院党委：陈一平  孙雪霞  张悦欢（学生）  甘梦淇（学生） 

周丹娜（学生）  梁嘉敏（学生）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黄婷婷（学生）  余瑞德（学生） 

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颜海娜  陈代东 

韩  谦（学生） 

肖  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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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党委：吴雪玲  顾  文（学生）  周崇聪（学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吴忠培  蔡圣刚  王兴隆（学生）  

陈显为（学生）  王秋婷（学生）   

黄育璇（学生）  林永庆（学生）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李茜茜（学生）   

心理学院党委：张  卫  吴安妮（学生）  朱键军（学生）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方晓湘  陈韵桥（学生） 

丘思娜（学生）  魏辉燕（学生） 

体育科学学院党委：陈  流  李毅均  杜高山（学生）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王永梅  黄  锐  佘  慧（学生） 

陈  熳（学生）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艾保全  吴泳波  李琪琪（学生）  

郭绮琪（学生）  丁格曼（学生）  

石风华（学生）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肖  智  庞启华  曾晓丽（学生）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李建国  陈琳琳（学生）  凌  宇（学生） 

黄一鸣（学生）  梁秋霞（学生） 

计算机学院党委：汤  庸  张奇支  申淑媛  王宣琳（学生） 

地理科学学院党委：陈朝隆  陈品宇（学生）  邱鸿亮（学生）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党委：刘  兢  李海云  马相彬（学生）   

罗慧琪（学生） 

音乐学院党委：常  春  张  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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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党委：郭维绵  李春阳（学生）  符传成（学生）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张庆茂  刘  萌（学生）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郑军祥  刘泽森（学生）  王孝贤（学生） 

机关党委：梁叶秀  肖小英  杜丹芸  李  英  张  雯  蔡  颖 

王永宁  钱汉中 张  剑  吕翠婷  陈海平  冯继艳 

后勤党委:王淼光  黄  平 

附属中学党委：张朝胜  林春鸿  桂  鹏  陈  丽 

南海学院党委：程俊文（学生）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党总支：庞宏庄（学生） 

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王葆华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党总支：杨思华  杨小柯（学生） 

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刘大军  陈云慧（学生） 

城市文化学院党总支：卢文延  李雯婷（学生） 

国际商学院党总支：陈  欢  徐  颖（学生） 

图书馆党总支：熊  鹰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罗翠玲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直属党支部：童汝根 

网络中心直属党支部：郑  凯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直属党支部：李述体  王汝鹏（学生） 

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党总支：陈汉锋  赖显明  詹向阳 

林远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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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教工党委：陈俊衡  李  钢  高惠冰  禤大志  汤北辉 

李耀波  齐咏东  李煜祥  王桂海  钟燕平 

何宝鹏  彭  瑛  李运林  卢义锦  黄碧玉 

李惠珍  冯景新  陈立立  李洁英  孔志军 

韩冬娃  陈美英  江芥珍 

九、“党建品牌”示范项目(28个) 

心理学院党委：以“幸福党建工程”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文学院党委：“三位一体”学生党建模式实践与创新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历史·传承·未来 

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 

论传播与实践推进计划 

法学院党委：依托专业，锻炼党性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学生干部卓越成长计划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为广东而教——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服务广 

东基础教育 

体育科学学院党委：依托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平台，构建学 

生党员社会服务模式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互联网+”视阈下构建基层党组织党 

建动力机制的实践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共产党员先锋岗 

化学与环境学院党委：“双创”党支部——“党建+创新创业”模 

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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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党委：依托科研平台，构筑党建阵地 

地理科学学院党委：党小组建在专业上的学习型研究生党支部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党委：智慧党建 

音乐学院党委：一次组织生活、一场音乐会 

美术学院党委：“互联网+党建+服务+文化”三加型思想领航工程 

旅游管理学院党委：智力支旅，锻造劲旅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五位一体”学风建设党员引领工程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大学生党员核心素养框架构建及其培养 

机关党委：“协同共建”——机关党支部建设的新探索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党总支：助“海归”青年梦想高飞 

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建立海外实习学生临时党支部，激活学生 

党建新活力 

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党群“心连心”之就业帮扶 

城市文化学院党总支：创建服务型党组织，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国际商学院党总支 ：党员之家——“等你” 

图书馆党总支：廉洁读书月活动 

网络中心直属党支部：“互联网+时代”校园网络安全体系化构建 

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党总支：党支部建在非编员工队伍上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6年 7月 1日印发  

责任校对：林伟涛 邓静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