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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2019 学年学生社团集中换届情况

的通报 

各指导单位、各学生社团：  

根据《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度社团换届工作的通知》

（重大社团[2019]9 号），我校于 5 月-6 月开展校级学生社团

集中换届工作。经确认，共有 103 个校级社团完成换届工

作，新成立社团、拟注销社团不参与换届,部分社团根据第一

指导单位工作安排申请延期换届。经资格审核，现将 2018-

2019 学年度学生社团集中换届情况予以通报。  

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生社团中心。  

  

意见受理电话： 65106054      

意见受理邮箱：cqushelianoffice@163.com  

  

附件：  

1.2018-2019 学年学生社团集中换届新任社长名单  

2.2018-2019 学年学生社团集中换届新任副社长名单  

3.未完成换届工作学生社团名单  

    4.拟注销学生社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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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学生社团中心

重庆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  

2019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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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2019 学年学生社团集中换届新任社长名单  

 

学

生

青

年

志

愿

者

协

会 

序号 社团名称 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学生失物招领协会 王拥 
20183722 微电子学院 

2 
“音为爱国”志愿者协

会 
苏子勰 

20182202011t 电影学院 

3 艺术心灵协会 许馨月 20180957 艺术学院 

4 医疗健康普及协会 赵晨旭 20185043 土木学院 

5 愚公爱心家教协会 李雨诗 20171544 法学院 

6 精进爱心社 刘志祥 20182969 材料学院 

7 常青公益社 顾  娟 20170102019t 公管学院 

8 火花塞青年志愿者协会 熊绪坤 20186335 汽车学院 

9 寻声青年志愿者协会 陈  彤 20171209 电影学院 

10 向阳爱心社 王妍桦 20180047 公管学院 

11 学生勤工助学服务总队 李  浩 20162636 光电学院 

12 国际学生志愿者协会 杨艾潇澜 20173834 电气学院 

13 口述历史志愿者协会 唐鑫 20170730 管科学院 

14 绿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王立宇 20185728 电气学院 

15 安全服务志愿者协会 冯尚晨 20173884 微电子学院 

16 互助协会 吴函璐 20181530 法学院 

17 学生环保者协会 叶紫琴 20180202 公管学院 

18 蒲公英义工社 李洁 20185482 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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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校园文化宣传员团队 敖芳林 20185603 生物学院 

  

学

生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序号 社团名称 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智能汽车协会 马玉红 20172502 光电学院 

2 学生光电信息协会 蒋松成 20172433 光电学院 

3 渝子同舟文化创业协会 张荣天 20186177 药学院 

4 机器人爱好者协会 王晨曦 20186440 汽车学院 

5 机械创新协会 刘梦凡 20182374 机械学院 

6 IF 专利协会 郭嘉昕 20174293 计算机学院 

7 
教务处学生教学信息中

心 
黎江 20186237 航天学院 

8 慧鱼创意创新协会 唐  昊 20182222 机械学院 

9 未来化学工程师协会 成亦飞 20185401 化工学院 

10 
学生 3D 打印与增材建

造协会 
杨强 20182356 机械学院 

11 创业者协会 罗江 20160279 经管学院 

12 Maker 俱乐部 陈相乾 20183582 电气学院 

13 DC-创动画制作协会 牛嘉毅 20180677 管科学院 

14 机械制图协会 韩云飞 20182303 机械学院 

15 科技潮行社 孟宪威 20182377 机械学院 

16 智慧城市双创社 李欣 20170189 公管学院 

17 学生节能减排协会 刘曼 201810131084 能动学院 

18 IBM 技术俱乐部 王仲煜 20181717 软件学院 

19 英语协会 郑雨涵 20180583 管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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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共管理协会 冉雪莲 20180097 公管学院 

21 学生法学会 陆钰榕 20181520 法学院 

22 电子电气工程协会 王优莎 20176072 联合学院 

23 科普志愿者协会 黄俊杰 20175613 生物学院 

24 学生核学会 薛晓玲 20173184 能动学院 

25 数学建模协会 傅文润 20180249 经管学院 

学

生

文

联 

序号 社团名称 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诗词协会 张敬成 20186271 
航天学院 

2 B-BOX 社 朱思成 20186392 汽车学院 

3 折纸社 朱本轩 20185175 环生学院 

4 
与子同袍汉文化

协会 张奕轲 20180521 管科学院 

5 古琴社 肖雨昕 20183175 能动学院 

6 
重庆“抗战”文

化志愿者协会 
汤  臻 

20170575 博雅学院 

7 书香重大书友会 刘牧毅 20185188 环生学院 

8 书法协会 黄铭 20180868 外语学院 

9 学生魔方社 罗巍 20184165 自动化学院 

10 茶协会 李珣瑢 20182654 光电学院 

11 RWA 说唱社 郑琳柯 20171110 艺术学院 

12 
中华民俗发扬协

会 
李一凡 

20181115 艺术学院 

13 小提琴社 刘原新 20182353 机械学院 

14 艺术实践工作坊 张慧心 20171270 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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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体

育

协

会 

序号 社团名称 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学生电子竞技协会 陈尘 20180316 经管学院 

2 木野狐棋社 成栋 20185919 物理学院 

3 跆拳道协会 曾令鹏 20182207 机械学院 

4 乒乓球社 黄鹏程 20185612 生物学院 

5 翔羽羽协 张聪毅 20184174 自动化学院 

6 学生武术协会 王浩 20184463 计算机学院 

7 学生滑板社 蔡金刚 20180417 经管学院 

8 桥牌协会 卢嘉熙 20181919 数统学院 

9 学生自行车协会 徐绍东 20182482 光电学院 

15 国标舞协会 李欣雨 20183810 微电子学院 

16 哥乐相声社 周慧宇 20180775 外语学院 

17 灵誓动漫社 曾梓迅 20181944 数统学院 

18 学生英语戏剧社 刘鹭凡 20180874 外语学院 

19 博雅剧社 吴辰达 20182076 博雅学院 

20 嘤鸣沟通社 周明海 20186180 药学院 

21 历史研究文化会 刘成哲 20176017 博雅学院 

22 Skipsoul 热舞社 王伟超 20183187 能动学院 

23 学生笛箫协会 周碧云 20184329 弘深学院 

24 
M&YOU 音乐文化

社 
单倩澜 

20181434 新闻学院 

25 学生陶艺社 张  婕 20171120 艺术学院 

26 寅初文学社 高文汇 20180392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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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生轮滑社 唐天宇 20180107 公管学院 

11 经纬棋社 何瑞淼 20182491 光电学院 

12 学生极限飞盘社 郭奥飞 20183362 弘深学院 

13 飞跃网球社 邸越峰 20185922 物理学院 

14 登山协会 杨耀宇 20173868 软件学院 

15 游泳协会 叶涵瑞 20171514 法学院 

16 排球社 赖俊汎 20181633 软件学院 

17 台球协会 张天赐 20183875 微电子学院 

18 美式橄榄球协会 戴科峰 20156239 汽车学院 

19 学生桌游社 童鼎 20182907 材料学院 

20 校园马拉松跑团 段博文 20180130 公管学院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协

会 

序号 社团名称 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模拟联合国协会 李斐然 20170802 外语学院 

2 职业规划协会 郝越 20182135 机械学院 

3 英才会 章祖瑞 20180386 经管学院 

4 idea 精英汇 蔡景怡 20180833 外语学院 

5 产品经理协会 邵玥铭 20163475 电气学院 

6 
JESSUP 国际模拟

法庭协会 
甘紫菱 20161512 法学院 

7 学生通讯社 庞然 20165963 管科学院 

8 韩语学社 金贤珠 20171415 新闻学院 

9 学生日语学社 邓伟明 20170841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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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属

社

团 

序号 社团名称 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学习研究会 
陈乐开 20181747 软件学院 

2 辉悦辩论社 张炜昀 20161448 新闻学院 

3 红岩研习会 秦中原 201835021025 
马克思学

院 

4 
前锋网络文化工作

室 
谷旭阳 20151237 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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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2019 学年学生社团集中换届新任副社长名单  

 

学

生

青

年

志

愿

者

协

会 

序号 社团名称 副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学生失物招领协会 
王佳心 20185914 生科学院 

刘虹君 20180784 外语学院 

2 “音为爱国”志愿者协会 

高  歌 20182213007t 电影学院 

赵月明 20171210 电影学院 

陈颢元 20171187 电影学院 

卿嘉豪 20171184 电影学院 

3 艺术心灵协会 龙晓楠 20170085 公管学院 

4 医疗健康普及协会 
方秋荣 20185428 化工学院 

李  康 20185462 化工学院 

5 愚公爱心家教协会 
贺志恒 20172417 光电学院 

吴家耀 20175717 资安学院 

6 精进爱心社 

查佳慧 20181998 数统学院 

李巧玲 20185661 生物学院 

7 常青公益社 
甄广雯 20180102011t 公管学院 

蒋基敏 201801021035 公管学院 

8 火花塞青年志愿者协会 艾  灵 20186431 汽车学院 

9 寻声青年志愿者协会 

庞启号 20171280 电影学院 

王佳程 20171201 电影学院 

任  烨 20171205 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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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明 20171210 电影学院 

10 向阳爱心社 

鲁源鑫 20183707 微电子学院 

朱展磊 20183766 微电子学院 

吴华炜 20183764 微电子学院 

11 学生勤工助学服务总队 

霍思童 20163413 能动学院 

李月鸿 20185606 生物学院 

12 国际学生志愿者协会 谭涵月 20175310 环生学院 

13 口述历史志愿者协会 
倪梓华 20170728 管科学院 

李新诚 20185666 生物学院 

14 绿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肖强 20184027 自动化学院 

胡运海 20182172 机械学院 

15 安全服务志愿者协会 
张皓 20183791 微电子学院 

蔡祥文 20181632 软件学院 

16 蒲公英义工社 王霞 20180832 外语学院 

17 互助协会 梅玉蓉 20184394 计算机学院 

18 学生环保者协会 
吕  涛 20184058 自动化学院 

王广深 20185441 化工学院 

19 校园文化宣传员团队 莫蕊嘉 20180067 公管学院 

 

学

生

科

学

技

序号 社团名称 
副社长姓

名 
学号 学院 

1 机器人爱好者协会 

殷锐豪 20182428 机械学院 

宾储君 20186479 汽车学院 

李瑞溪 20186380 汽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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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协

会 

李慧杰 20186483 弘深学院 

2 机械创新协会 
孟宪威 20182377 机械学院 

谢韫韬 20186330 机械学院 

3 慧鱼创意创新协会 
王国晟 20172018 机械学院 

平  涛 20172279 机械学院 

4 教务处学生教学信息中心 李露露 20181545 法学院 

5 IF 专利协会 
孙璐暄 20175741 弘深学院 

董祎炜 20172303 机械学院 

6 学生科幻协会 

武润天 20186037 博雅学院 

黄越 20185316 环生学院 

张仪 20183448 电气学院 

7 IBM 技术俱乐部 
何浩睿 20181743 软件学院 

贾峥 20171660 软件学院 

8 智能汽车协会 
涂旭然 20182642 光电学院 

马竹欣 20182653 电气学院 

9 学生光电信息协会 

凡  源 20182677 光电学院 

何秋月 20182505 光电学院 

徐永康 20182597 光电学院 

10 渝子同舟文化创业协会 罗  鼎 20176153 药学院 

11 科普志愿者协会 

代昊天 20182464 光电学院 

李瑞欣 20180433 经管学院 

12 未来化学工程师协会 叶小源 20185517 化工学院 

13 学生 3D 打印与增材建造协会 孟宪威 20182377 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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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妮 20182917 材料学院 

杨林琳 20180489 弘深学院 

14 创业者协会 

戴翔 20173446 电气学院 

散睿 20183303 能动学院 

15 DC—创动画制作协会 

陈郭涵 20184799 土木学院 

唐珺春 20181117 艺术学院 

16 Maker 俱乐部 

赵雪 20183390 电气学院 

徐炳超 20184427 计算机学院 

黄俊岚 2018304 电气学院 

李彦达 20184458 计算机学院 

唐祖宁 20183600 电气学院 

17 数学建模协会 

马天行 20183160 联合学院 

甘  霖 20185687 生物学院 

刘言 20185340 环生学院 

姚鑫金 20185154 环生学院 

18 科技潮行社 
黄天豪 20182443 机械学院 

刘香冶 20180773 外语学院 

19 学生节能减排协会 

欧珂洁 20183271 能动学院 

张显燃 20173117 能动学院 

20 英语协会 

吴艳娇 20180850 外语学院 

卡吾力江

阿力穆 
20184234 计算机学院 

21 公共管理协会 
张诗雨 20180094 公管学院 

黄应营 20180165 公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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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法学会 
郭月 20181523 法学院 

叶泽天 20181511 法学院 

23 学生核学会 

谢差 20173270 能动学院 

韩柠泽 20173165 能动学院 

24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谭天 20186089 联合学院 

 

学

生

文

联 

序号 社团名称 
副社长姓

名 
学号 学院 

1 诗词协会 杜雨繁 20184151 弘深学院 

2 B-box 社 司  琦 20180969 艺术学院 

3 与子同袍汉文化协会 

潘  婧 20184243 计算机学院 

陈东琛 20184462 计算机学院 

崔诗雨 20181304 电影学院 

4 折纸社 
喻楷哲 20185185 环生学院 

许婷 20181576 法学院 

5 古琴社 

金宸冉 20170562 管科学院 

宋国鑫 20176190 航空学院 

董云秋 20175640 生物学院 

6 书法协会 
王俊灵 20185967 物理学院 

黄心怡 20185393 环生学院 

7 RWA 说唱社 
潘仕君 20183605 电气学院 

陈  锂 20185054 土木学院 

8 学生魔方社 张宝年 20181623 大数据学院 

9 茶协会 曹亚东 20186369 汽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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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寒琪 20183684 微电子学院 

侯昕薇 20184219 计算机学院 

10 书香重大书友会 

周培豪 20180215 经管学院 

陈昊蓝 20185187 环生学院 

11 中华民俗发扬协会 揭建龙 20180505 管科学院 

12 艺术实践工作坊 

闫宇晗 20181360 电影学院 

刘国卿 20181256 电影学院 

王梓童 20181333 电影学院 

13 国标舞协会 李梅 20183117 环生学院 

14 哥乐相声社 

裴嘉成 20184515 建筑学院 

王浩天 20185644 生物学院 

郭佳楠 20181024 艺术学院 

15 灵誓动漫社 
杨恒宇 20181648 弘深学院 

梅玉蓉 20184394 计算机学院 

16 学生英语戏剧社 姬霄汉 20181587 法学院 

17 博雅剧社 张潇瑶 20181372 电影学院 

18 嘤鸣沟通社 
张雨婷 20185662 生物学院 

王若男 20180259 经管学院 

19 历史研究文化会 
汤臻 20170575 博雅学院 

王越洋 20186047 博雅学院 

20 Skipsoul 热舞社 
雷云琪 20180747 管科学院 

吴艳苹 20180755 管科学院 

21 学生笛箫协会 魏硕彤 20183678 弘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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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陶艺社 

向路路 20171051 艺术学院 

鲁芝铭 20180983 艺术学院 

马志丹 20171050 艺术学院 

23 M&YOU 音乐文化社 王  奥 20183615 电气学院 

24 寅初文学社 刘语栋 20182208 机械学院 

 

学

生

体

育

协

会 

序号 社团名称 副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学生电子竞技协会 吴洋旭 20185638 生物学院 

2 木野狐棋社 

张皓 20181694 微电子学院 

刘长鑫 20183791 大数据学院 

张程曦 20181846 大数据学院 

3 跆拳道协会 

唐天遥 20180861 法学院 

吴钒 20183434 电气学院 

4 翔羽羽协 

谢紫怡 20185871 体育学院 

杨俨琨 20186131 联合学院 

5 学生武术协会 
赵熊 20182215 机械学院 

马斯牧 20183022 材料学院 

6 学生极限飞盘社 
王祖源 20185259 经管学院 

陈福元 20182040 机械学院 

7 飞跃网球社 贺彦鹏 20181775 大数据学院 

8 登山协会 
张佳祥 20183595 环生学院 

刘泰珺 20183595 电气学院 

9 游泳协会 杨亚轩 20162896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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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湫石 20172289 机械学院 

10 排球社 
陈伟晨 20185432 化工学院 

胡甲燊 20180746 管科学院 

11 台球协会 钟凯郦 20185310 环生学院 

12 学生滑板社 张馨雨 20182402 机械学院 

13 学生滑板社 
董蓉妮 20181066 艺术学院 

付雨淇 20181406 新闻学院 

14 桥牌协会 
孙辰扬 20181650 大数据学院 

蒲雨诗 20182434 机械学院 

15 学生自行车协会 
庄智星 20186239 航天学院 

谢春辉 20186251 航天学院 

16 学生轮滑社 
叶炜琦 20183710 通信学院 

洪婧 20181148 艺术学院 

17 经纬棋社 何宇阳 20180187 公管学院 

18 美式橄榄球协会 
李昀煊 20182823 材料学院 

黄莘杰 20183433 电气学院 

19 学生桌游社 
李彦达 20184458 计算机学院 

谭雯祥 20181709 软件学院 

20 校园马拉松跑团 
魏会文 20185593 生物学院 

王俊杰 20185099 环生学院 

 

学

生

序号 社团名称 副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模拟联合国协会 徐腾 20176231 环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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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发

展

协

会 

2 职业规划协会 
郭雨柔 20183863 微电子学院 

陈绍伟 20183812 微电子学院 

3 英才会 张羽婷 20180828 外语学院 

4 Idea 精英汇 赵智成 20183815 微电子学院 

5 产品经理协会 王栩 20171780 数统学院 

6 JESSUP 国际模拟法庭协会 田果 20160798 法学院 

7 学生通讯社 陈向灵 20175738 光电学院 

8 韩语学社 
李艾泽 20160753 外语学院 

王茜彤 20150759 外语学院 

9 学生日语学社 罗啸天 20170842 外语学院 

 

直

属

社

团 

序号 社团名称 副社长姓名 学号 学院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学习研究会 
马文浩 20182246 机械学院 

2 辉悦辩论社 
陈泽熙 20183366 电气学院 

童心瑶 20181347 电影学院 

3 红岩研习会 谭皓月 201835021022 马克思学院 

4 
前锋网络文化工作

室 
许睿 20175511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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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完成换届工作学生社团名单  

 

序号 社团名称 所属一级协会 

1 夕阳红志愿者协会 

青协 

2 招生宣传志愿者中心 

3 博物馆志愿者协会 

4 校友志愿者协会 

5 爱心社 

6 未来力青年志愿者协会 

7 基金会青年志愿者协会 

8 机械工程师协会 

科协 

9 百度校园菁英俱乐部 

10 电机工程学会 

11 建造学生中心 

12 硅藻智能材料协会 

13 学生航模协会 

14 BIM 俱乐部 

15 趣味物理学社 



19  
  

16 微视创意文化社 

17 信息安全协会 

18 未来建筑师协会 

19 BME 创新技术协会 

20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21 学生吉他协会 

文联 

22 博知雅研读书协会 

23 “文渊阁”读书协会 

24 重影摄影工作室 

25 新声广播台 

26 学生魔术爱好者协会 

27 校史研究社 

28 建新报社 

29 ECC 电子商务社 

职协 

30 外语演讲与辩论协会 

31 致远社 

32 学生国际交流协会 

33 德语学社 

34 树人社 

35 演讲与辩论协会 

36 校企俱乐部 

37 寻梦生涯俱乐部 

38 FD 侦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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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拟注销学生社团名单 

 

序号  社团名称  

1  电影文化社 

2  缙云湖畔博客协会 

3 青春倡廉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