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重庆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 

优秀组织单位、优秀团队和先进个人的公示 

各二级团组织、各学生社团： 

重庆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各社会实践团队

奔赴各地开展了主题为“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一系列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育人实践

效果。 

为总结经验，鼓励先进，学校决定授予美视电影学院团

委等17个组织单位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授

予“百名学子挂职”暑期社会实践团等34支团队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团队荣誉称号，授予王涛等31名同志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授予丁点尔等90名同学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现予以全校公示，公示期为 10 月 8 日 9:00 至 10 月 10 

日 18:00 （3个工作日），若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于公示期

内实名向校团委志愿服务中心提出。 

意见受理电话：023-65106763 

意见受理邮箱：twjiancha@163.com 

 

附件：  

1.重庆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2.重庆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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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工作者 

4.重庆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8 日 



附件 1 

 

重庆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美视电影学院 

弘深学院 

博雅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城规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环境与生态学院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药学院 

  



附件 2 

 

重庆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排名不分先后） 

 

“百名学子挂职”暑期社会实践团 

美视电影学院“山谷回声”推普脱贫攻坚社会实践团 

弘深学院“云栖时代”社会实践团 

博雅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公共管理学院“赴江苏盐城美丽中国”社会实践团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新青年行丝路”实践团 

新闻学院“十院联合”寻访校友实践团 

法学院法理两全社会实践团 

数学与统计学院秀丽山城筑梦支教实践团 

化学化工学院“弘扬非遗文化，助力脱贫攻坚”实践团 

生命科学学院“新农人”实践团 

机械工程学院“炬心筑梦”社会实践团 

电气工程学院“电气青春逐梦”社会实践团 

能源与动力学院能动乡村振兴实践团 

资源与环境安全学院竹梦振兴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巴蜀材人”实践团 

航空航天学院“寻访最美乡村干部”社会实践团 

汽车工程学院爱心医疗“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建筑城规学院“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益乡建设实践团  

土木工程学院微微星辰暑期支教社会实践团 

环境与生态学院可持续建筑环境英国暑期社会实践团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走进秀美赶水”社会实践团 

计算机学院“厚植重大情，共筑中国梦”社会实践团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寻梦践行”暑期社会实践团 

药学院“健康扶贫，红色筑梦”实践团 

生物工程学院“探寻儒家文化”社会实践团 

教务处重庆大学访美天涯小队社会实践团 

学生会“助力强国新时代，美丽中国青年行”社会实践服务团 

校团委学生志愿服务中心“星星之火”社会实践团 

校团委学生文化艺术中心“闻艺重大，美丽中国”社会实践团 

乡村振兴志愿者服务队实践团 

五彩石暑期支教调研社会实践团 

唐仲英爱心协会“筑梦南川”实践团 

“星火筑梦”支教实践团 

  



附件 3 

 

重庆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工作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涛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学办主任 

王丽娟    公共管理学院学办主任 

王晓君    机械工程学院辅导员 

王  超    环境与生态学院辅导员 

石  鑫    建筑城规学院辅导员 

包  晗    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 

刘冬梅    法学院学办主任 

刘亚寅    机械工程学院辅导员 

刘婷婷    生命科学学院团委书记 

孙佳琪    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 

苏勤勤    资源与安全学院辅导员 

李  为    汽车工程学院辅导员 

李若菡    计算机学院辅导员 

李定超    能源与动力学院辅导员 

李秋南    能源与动力学院学办主任 

吴春生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辅导员 

张  华    博雅学院教师 

陈悠悠    校团委学生志愿服务中心教师 



陈勇凡    航天航空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 

邵凤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赵  宇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办主任 

赵  华    美视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 

赵秋莹    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 

姜凌舟    学生会指导教师 

夏汝立    校团委学生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高梦凌    建筑城规学院团委书记 

郭世杰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辅导员 

黄俊锋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科副科长 

舒  湛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团委书记 

谢璧如    计算机学院团委书记 

赖大炜    数学与统计学院团委书记、学办主任 

霍丽伟    弘深学院学办主任、团委书记 

  



附件 4 

 

重庆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点尔    公共管理学院 

刁  含    计算机学院 

于  淼    建筑城规学院 

马子铃    博雅学院 

王  鑫    弘深学院 

王廷兴    法学院 

王  欢    法学院 

王  欢    外国语学院 

王张有    电气工程学院 

王  雨    公共管理学院 

王昊悦    电气工程学院 

王润之    环境与生态学院 

王煜鋆    博雅学院 

王嘉斌    航空航天学院 

韦小婵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车  雨    汽车工程学院 

邓  昳    建筑城规学院 

邓皓宁    建筑城规学院 



叶林川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冉庆杨    药学院 

代若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冯金印    资源与安全学院 

朱杰东    环境与生态学院 

刘书彤    美视电影学院 

刘可欣    法学院 

刘旭华    弘深学院 

刘  畅    电气工程学院 

刘香冶    外国语学院 

刘禹彤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刘晨颖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刘博宇    机械工程学院 

刘  巍    新闻学院 

齐可欣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攀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李旭芳    法学院 

李泽凯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李星权    环境与生态学院 

杨一铭    环境与生态学院 

杨雨潇    航空航天学院 

杨承岱    建筑城规学院 

杨  浩    土木工程学院 



杨博澜    建筑城规学院 

何璐恒    美视电影学院 

应长辰    土木工程学院 

沈诗琪    计算机学院 

张艺超    机械工程学院 

张  钰    汽车工程学院 

张程曦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陈子涵    环境与生态学院 

陈心仪    美视电影学院 

陈  彧    机械工程学院 

陈  深    土木工程学院 

陈琼玲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陈锡毅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陈嘉华    法学院 

邵珏嘉    生命科学学院 

范诗佳    法学院 

尚晓伟    建筑城规学院 

易弘睿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罗佳昕    机械工程学院 

罗  欣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周艺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周慧佳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郝小瑜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柳代朋    建筑城规学院 

柳鲲鹏    公共管理学院 

敖梦婷    公共管理学院 

袁  建    汽车工程学院 

莫红芳    计算机学院 

桂紫裙    法学院 

徐紫寒    汽车工程学院 

徐  瑶    生物工程学院 

高玉刚    资源与安全学院 

高啟超    数学与统计学院 

郭香君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郭俊廷    机械工程学院 

唐小云    外国语学院 

黄  滔    资源与安全学院 

黄敏轩    计算机学院 

盖哲健    建筑城规学院 

揭建龙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彭业恒    生物工程学院 

蒋洁茹    建筑城规学院 

韩建宇    计算机学院 

谢  莹    生命科学学院 

甄智鹏    环境与生态学院 

谭锦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谭黎明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熊  莉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魏广旭    弘深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