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轻化工技术学院接收预备党员名单

    经学院党总支讨论、学校党委批准，吸收郭涓涓等94名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预
备期为一年，名单如下：

序号 支部 姓名 班级 通表日期
1 学生一支部 郭涓涓 澳食192 2021.12.8
2 学生一支部 陈海洋 澳食202 2021.12.8
3 学生一支部 陈烁敏 包装191 2021.12.8
4 学生一支部 郑梓烁 包装191 2021.12.8
5 学生一支部 陈少丹 包装192 2021.12.8
6 学生一支部 廖莹敏 包装201 2021.12.8
7 学生一支部 古曼 包装203 2021.12.8
8 学生一支部 湛小慧 包装203 2021.12.8
9 学生一支部 郑龙 包装20a 2021.12.8
10 学生一支部 庄莹莹 出版191 2021.12.8
11 学生一支部 周嘉纯 出版191 2021.12.8
12 学生一支部 涂梓灵 食检191 2021.12.8
13 学生一支部 黎美焕 食检192 2021.12.8
14 学生一支部 高洁森 食检192 2021.12.8
15 学生一支部 陈秋怡 食检192 2021.12.8
16 学生一支部 符健娣 食检192 2021.12.8
17 学生一支部 邱景涵 食检193 2021.12.8
18 学生一支部 邝柳娟 食检201 2021.12.8
19 学生一支部 陈丹莉 食检203 2021.12.8
20 学生一支部 林敏 食检203 2021.12.8
21 学生一支部 占展玉 食检203 2021.12.8
22 学生一支部 狄佳慧 食检204 2021.12.8
23 学生一支部 吴大润 食检204 2021.12.8
24 学生一支部 杨宝 食检204 2021.12.8
25 学生一支部 张丽雅 图文191 2021.12.8
26 学生一支部 周嘉欣 图文191 2021.12.8
27 学生一支部 郑雪仪 图文191 2021.12.8
28 学生一支部 易思艳 图文191 2021.12.8
29 学生一支部 许招维 图文192 2021.12.8
30 学生一支部 林悦苗 图文192 2021.12.8
31 学生一支部 吴玮瑶 图文201 2021.12.8
32 学生一支部 沈家熙 图文201 2021.12.8
33 学生一支部 连鸿杰 图文201 2021.12.8
34 学生一支部 胡思颖 图文202 2021.12.8
35 学生二支部 方秀芹 高分子191 2021.12.8
36 学生二支部 黄瑶 高分子191 2021.12.8
37 学生二支部 蔡林耿 高分子192 2021.12.8
38 学生二支部 陈纪龙 高分子192 2021.12.8
39 学生二支部 邓钧勇 高分子192 2021.12.8



40 学生二支部 李运龙 高分子192 2021.12.8
41 学生二支部 刘裕婷 高分子192 2021.12.8
42 学生二支部 黄雪盈 高分子201 2021.12.8
43 学生二支部 廖海伊 高分子201 2021.12.8
44 学生二支部 庄小玲 高分子201 2021.12.8
45 学生二支部 苏梓庭 高分子202 2021.12.8
46 学生二支部 甄添明 塑机191 2021.12.8
47 学生二支部 林俊鑫 塑机191 2021.12.8
48 学生二支部 陈泽龙 塑机191 2021.12.8
49 学生二支部 汪志芳 塑机191 2021.12.8
50 学生二支部 高敏怡 塑机201 2021.12.8
51 学生二支部 陈智远 环监192 2021.12.8
52 学生二支部 丁洁璇 环监201 2021.12.8
53 学生二支部 邱佳薇 商检191 2021.12.8
54 学生二支部 刘银霞 商检191 2021.12.8
55 学生二支部 郑纯萍 商检201 2021.12.8
56 学生二支部 简丽平 商检202 2021.12.8
57 学生二支部 吴心仪 商检202 2021.12.8
58 学生二支部 李碧珍 商检202 2021.12.8
59 学生二支部 王小萍 造纸191 2021.12.8
60 学生二支部 钟丹娜 造纸191 2021.12.8
61 学生二支部 朱锶滇 造纸192 2021.12.8
62 学生二支部 林琼娇 造纸192 2021.12.8
63 学生二支部 刘霜华 造纸201 2021.12.8
64 学生二支部 刘新宇 造纸201 2021.12.8
65 学生二支部 刘兵 造纸201 2021.12.8
66 学生二支部 曾林浩 造纸202 2021.12.8
67 学生二支部 钟铭滨 造纸202 2021.12.8
68 学生三支部 曾怡 化技201 2021.12.8
69 学生三支部 袁晴云 化技201 2021.12.8
70 学生三支部 陈雅淇 化技201 2021.12.8
71 学生三支部 杜佳仪 化技201 2021.12.8
72 学生三支部 陈僖免 化妆品191 2021.12.8
73 学生三支部 观浓娣 化妆品191 2021.12.8
74 学生三支部 吴燕洵 化妆品192 2021.12.8
75 学生三支部 侯丽华 化妆品192 2021.12.8
76 学生三支部 曾素迎 化妆品194 2021.12.8
77 学生三支部 林彤彤 精化191 2021.12.8
78 学生三支部 戴彩浪 精化191 2021.12.8
79 学生三支部 唐锦娜 精化191 2021.12.8
80 学生三支部 胡鹤楠 精化192 2021.12.8
81 学生三支部 黄惠燕 精化192 2021.12.8
82 学生三支部 黄振祥 精化192 2021.12.8
83 学生三支部 黎晓燕 精化193 2021.12.8
84 学生三支部 萧佑进 精化193 2021.12.8
85 学生三支部 李晓庆 精化193 2021.12.8
86 学生三支部 陈权 精化201 2021.12.8
87 学生三支部 黄志杰 精化201 2021.12.8
88 学生三支部 杨洁仪 精化201 2021.12.8
89 学生三支部 曾嘉颖 精化202 2021.12.8
90 学生三支部 蔡丽华 精化202 2021.12.8
91 学生三支部 雷静文 精化202 2021.12.8
92 学生三支部 李东华 精化203 2021.12.8
93 学生三支部 黎敏健 精化203 2021.12.8



94 学生三支部 郑雪虹 精化203 2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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