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第十六届团学组织干部干事工作考核结果公示 

为积极响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关于印发〈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

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青联发[2019]9 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化学化工

学院团学组织用人机制，充分调动学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根据《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第

十六届团学组织基本条例》，经学业考核、工作评价、述职报告等过程对每一位团学组织的

干部和干事进行工作考核，现将相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考核规则 

1. 本次考核遵循逐层评价的原则，由团委书记对主要骨干成员进行考核、主要骨干成员对

各部门的学生干部进行考核、各部门的学生干部对干事进行考核。 

2. 考评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三个等级，按照各部分参评总人数的 30%、50%、20%进行划

定并四舍五入为整数，其中优秀和良好等级不得超额。 

3. 考评人根据被考评对象的学业情况、工作态度与工作成绩、述职报告等依据，经综合评

估后给出考核结论，考核结论需要对应有充足的依据支撑，所有的过程材料均需要存档。 

4. 本次考核的所有过程均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 

二、第十六届团学组织主要骨干成员考核情况 

化学化工学院第十六届团学组织主要骨干成员共 7人。根据考核规则，主要骨干成员中

优秀等级不超过 2人，良好等级不超过 4人。以下为主要骨干成员各成员的考核情况： 

职务 姓名 考核结论 

团委副书记 王仪诺 优秀 

学生会执行主席 郑怡 良好 

团委秘书长 黄莎莉 合格 

主席团成员 姚禹彤 优秀 

部门主管 余铭羽 良好 

部门主管 杜昕怡 良好 

部门主管 徐睿 良好 

 



 

三、第十六届团学组织学生干部考核情况 

化学化工学院第十六届团学组织学生干部共 34 人。根据考核规则，学生干部中优秀等

级不超过 10人，良好等级不超过 17人，以下为各学生干部的考核情况： 

（一）工作部门负责人考核情况 

部门 骨干成员姓名 考核结论 

办公室 
余欣燃 良好 

单博渊 优秀 

组织部 
王雨铉 良好 

程小丫 合格 

宣传部 
杨欣怡 良好 

李泽 优秀 

社会实践部 
吴周颖 优秀 

舒鑫宇 良好 

文体部 
杨佳敏 优秀 

李秋儒 优秀 

权益与心理健康服务站 
宋宇璐 良好 

马衍芬 合格 

创新创业中心 
金睿涵 良好 

纪心雨 良好 

师范生素质发展中心 
孙雨涵 优秀 

陈欣媛 良好 

青年新媒体中心 

张留佳 优秀 

王晨宇 合格 

李相洁 良好 

张宗瑶 优秀 

学生发展指导中心 
徐锦川 优秀 

张欣悦 良好 

 

（二）学生组织（社团）负责人考核情况 

社团 骨干成员姓名 考核结论 

原子团志愿者服务队 

李亚敏 良好 

史欣怡 良好 

赵勇 合格 

辩论队 
梁艳林 优秀 

袁海燕 合格 



 

艺术团 

周冰雪 良好 

魏欣 合格 

刘思颖 良好 

男子篮球队 吴静 良好 

女子篮球队 赵蕾 良好 

足球队 
王思远 良好 

吉格尔·阿热米别克 合格 

 

四、第十六届团学组织干事工作考核情况 

化学化工学院第十六届团学组织干事共 119人。根据考核规则，干事中优秀等级不超过

35人，良好等级不超过 59人，以下为各干事的考核情况： 

（一）工作部门干事考核情况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考核结论 

办公室 

干事 刘一锋 优秀 

干事 谢雨玘 良好 

干事 黄康 良好 

干事 段月 良好 

干事 马秦娇 合格 

组织部 

干事 罗欣雅 优秀 

干事 姜键 优秀 

干事 胥珧晨 良好 

干事 李欣怡 良好 

干事 任俊松 良好 

干事 蔡浩英 良好 

干事 杨城骄 合格 

宣传部 

干事 刘思敏 优秀 

干事 李钇宏 良好 

干事 付钶钰 良好 

干事 乔雅欣 合格 

社会实践部 

干事 马月 优秀 

干事 杨婧怡 良好 

干事 杨丹 良好 

干事 张佳宁 合格 

文体部 

干事 付丹悦 优秀 

干事 解玉章 优秀 

干事 张佳莹 良好 



 

干事 马晓艳 合格 

权益与心理健康服务站 

干事 苏泽莹 优秀 

干事 邵梦贞 良好 

干事 何浩加 良好 

干事 鲜彬航 合格 

创新创业中心 

干事 闫柳仰 优秀 

干事 沈鑫妍 优秀 

干事 王丰讯 良好 

干事 晏玉 良好 

干事 李子怡 合格 

师范生素质发展中心 

干事 张欣怡 优秀 

干事 林烨 优秀 

干事 代雨帆 良好 

干事 杨钦云 良好 

干事 罗成 良好 

干事 范津荣 合格 

青年新媒体中心 

干事 郭秋彤 优秀 

干事 何慧琳 优秀 

干事 昝欣瑶 良好 

干事 王小于 良好 

干事 李林超 良好 

干事 张恒 良好 

干事 张城博 合格 

学生发展指导中心 

干事 周宇新 优秀 

干事 陈瑶 良好 

干事 吴岩 良好 

干事 徐爽 合格 

 

（二）学生组织（社团）队员考核情况 

工作部门 职务 姓名 考核结论 

原子团志愿者服务队 

队员 武欣雨 优秀 

队员 吴欣妍 优秀 

队员 陈静琳 良好 

队员 何俊琪 良好 

队员 邓光汝 良好 

队员 石嘉悦 合格 

辩论队 队员 郑敏 优秀 



 

队员 马秦娇 优秀 

队员 付文斐 优秀 

队员 舒丝睿 良好 

队员 代雨帆 良好 

队员 何浩颖 良好 

队员 史亚楠 良好 

队员 杨丹妮 良好 

队员 宋菲 合格 

队员 屈雨飞 合格 

艺术团 

队员 李雨涵 优秀 

队员 李晨颖 优秀 

队员 李玥 优秀 

队员 苏以恒 良好 

队员 张萌 良好 

队员 冯玉芝 良好 

队员 屈雨飞 良好 

队员 刘思敏 良好 

队员 李竹喧 良好 

队员 周琳 合格 

队员 王高远 合格 

队员 何浩颖 合格 

男子篮球队 

队员 龙俊宇 优秀 

队员 胡凌志 优秀 

队员 张连才 优秀 

队员 鄢曦 良好 

队员 吴岩 良好 

队员 吉格尔·阿热米别克 良好 

队员 孔维顺 良好 

队员 巴克别尔根·恩特马克 合格 

队员 王立恒 合格 

女子篮球队 

队员 李倩 优秀 

队员 周淼 优秀 

队员 李婷 优秀 

队员 汤芷楠 优秀 

队员 韩泽帅 良好 

队员 罗沁 良好 

队员 张杉杉 良好 

队员 代搴骞 良好 

队员 蒋永欣 良好 



 

队员 旦增卓玛 良好 

队员 李莹 良好 

队员 倮伍哪补 良好 

队员 郝荣坤 合格 

队员 谭慧 合格 

队员 梁涵琪琪 合格 

足球队 

队员 毛文川 优秀 

队员 巴克别尔根·恩特马克 优秀 

队员 肖飞宇 优秀 

队员 阮梦林 优秀 

队员 林烨 优秀 

队员 樊昱昊 良好 

队员 郗俊杰 良好 

队员 曹欣宇 良好 

队员 李雨婷 良好 

队员 王光泽 良好 

队员 王博洋 良好 

队员 苏文彬 良好 

队员 樊昱昊 良好 

队员 钱梦宇 合格 

队员 杨易辰 合格 

队员 饶浩 合格 

队员 和优 合格 

 

公示期：自即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如对以上考评结果有任何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学院团委反映。 

联系方式如下： 

化学化工学院团委书记 何松 023-68252361 

以上考核结果的最终解释权归学院团委所有！ 

共青团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