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支部设置情况一览表 

（2016 年 5 月换届） 

 

序

号 
支部名称 支部职务 姓名 

性

别 
职称/学历 

所在班级 

（学生填

写） 

支部党员名单 

正式党员 预备党员 

1 
工商管理系 

教工党支部 
支部书记 龙镇辉 男 教授/硕士  

龙镇辉 陈彦雄 周雪晴 张华 

陈章波 杜彪 
 

2 
经济学系 

教工党支部 

支部书记 崔彩周 男 教授/博士  
崔彩周 付华英 王海飞 黎天宇 

雷  洪 陈金良 李运华 梁衍开 

蒋   勇 

杨  璟 组织委员/

纪检委员 
雷洪 男 副教授/本科  

宣传委员 付华英 女 讲师/硕士  

3 
会计学系教

工党支部 

支部书记 邓孙棠 男 副教授/本科  

邓孙棠 张永雄 徐海清 吴云端 

盛  革 李华军 白劲波 田  苗 
 

组织委员/

纪检委员 
张永雄 男 副教授/本科  

宣传委员 吴云端 女 讲师/硕士  

4 
会计学专业

学生党支部 
支部书记 温文莉 女 助教/硕士  

温文莉 莫婷婷 张秀娟 赖琼珍 

谢志康 廖嘉琪 倪俊强 李铠莹 

黄楚君 陈伟欣 黄洁玲 余泳茵 

欧少铭 莫舒 谭海婷 许璇丽 



支部副书记 罗燕梅 女 在读本科 14会计 2 黄怡华 陈传鑫 龙晓敏 林桌艺 

罗燕梅 劳宜 胡焕辉 黄敏丹 

邓玉娣 朱彪 罗敏 丁梓娴 

王淑玲 钟艳萍 文仙丽  

黄明慧 罗翠芳 朱江洪 许颖秀 

陈凯声 洪伟杰 张玉凤 林银如 

吴颖扬 黄宝怡 杨晓丽 夏曼婷 

严洁镕 林颖 

组织委员 莫婷婷 女 在读本科 13会计 1 

宣传委员 张秀娟 女 在读本科 13会计 1 

文体委员 赖琼珍 女 在读本科 13会计 2 

5 

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 

学生党支部 

支部书记 邓言平 男 助教/硕士  

邓言平 巫太福 何蔚婷 蔡晓华 

张隽业 杨选平 林成志 陈苗佳 

谢雪玲 王  涛 张佩枝 陈雪霞 

许木兰 郭幸意 黎海怡 陈少蝶 

刘凯茵 王国兴 

蔡楚晴 陈伊娜 陈雪欣 蔡晓芳 

杨培杰 王梓瑜 张嘉欣 钟毅荣 

王斯博 唐彩君 郭文俊 吴裕娇 

伍倩仪 林翠娜 王泽鑫 张晓茵 

支部副书记 巫太福 男 在读本科 13国贸 1班 

组织委员 刘凯茵 女 在读本科 13国贸 1班 

宣传委员 陈少蝶 女 在读本科 13国贸 2班 

文体委员 黎海怡 女 在读本科 13国贸 1班 

6 

市场营销专

业学生 

党支部 

书记 李文芳 女 讲师/硕士  

李文芳 黄永坚 蔡  旺 王少莹 

李龙庆 卢丹青 周国坚 李明玲 

周宝玲 黄星星 杨耀廷 郑素素 

张小环 关智萍 江姗霞 石丽文 

陈雪烨 陈桂玲 谢敏 陈杰莹 

周键莹 潘从振 蔡汉光 王爱华 

曾思灵 黄雅芳 蔡卓桁 谢燕红 

马诗婷 郑晓欣 

支部副书记

兼组织委员 
李明玲 女 在读本科 14市营 1班 

宣传委员/

文体委员 
蔡旺 男 在读本科 13市营 1班 

7 

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学生

党支部 

支部书记 张鹏军 男 助教/硕士  张鹏军 黄桂萍 邝倩恒 麦向欣 

林彬彬 刘静仪 陈佳佳 何晓丹 

周永浩 蚁泽欢 任泳能 王敏玲 

谭秀雅 林彦均 郭垂玉 何丹萍 

吴嘉泳 林燕媛 张春秀 梁韵盈 

廖淑芬 王  婉 朱亚妹 何曼玲 

罗婉莹 陈  蓉 陈嘉嘉 洪锐丰 

庄敏华 江浩瀚 廖敏婷 罗飞平 

支部副书记 周永浩 男 在读本科 13人资 2班 

组织委员 谭秀雅 女 在读本科 13人资 2班 



宣传委员 任泳能 男 在读本科 13人资 1班 魏日烨 谢喆楠 李洁如 

文体委员 蚁泽欢 男 在读本科 13人资 1班 

8 
投资学专业

学生党支部 

支部书记 梁标 男 讲师/硕士  

梁  标 易朝俊 叶酉成 冼升豪 

刘静榕 李丹蕾  蔡晓纯 

方岳彬 王嘉泳 廖绪洪 谢子昀 

冯志成 翁  悦  郭婉婷 黄晓斯 

朱保欣 罗东彤   

支部副书记 叶酉成 男 在读本科 14投资 1班 

组织委员 李丹蕾 女 在读本科 13投资 1班 

宣传委员 刘静榕 女 在读本科 14投资 2班 

文体委员 冼升豪 男 在读本科 13投资 2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