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 

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系科： 工学系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籍贯 系科 专业 年级 现任职务 

1 陈思雯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张家港市 工学系 眼视光学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执行主席 

2 董晨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宜兴市 工学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20级 862005班班长 

3 管鹏翔 男 汉族 群众 江苏省宿迁市 工学系 生物技术 2021级 862101班班长 

4 何江锋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贵州省贵阳市 工学系 生物技术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学习部主要负责人 

861901班文体委员 

5 李陈晨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苏州市 工学系 环境工程 2020级 862002班班长 

6 李璟怡 女 汉族 中共预备党员 江苏省苏州市 工学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志愿部主要负责人 

工学系党工部党课部干事 

861905班生活委员 

7 刘禧龙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连云港市 工学系 眼视光学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执行主席 

861907班班长 

8 刘香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扬州市 工学系 生物技术 2019级 工学系心理气象站站长 

9 张浩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河南省商丘市 工学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级 
工学系党工部材料部部长 

861904班组织委员 



10 骆可盈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徐州市 工学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级 862103班班长 

11 裴禄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山西省大同市 工学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级 862004班长、862104班助 

12 邵婧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南京市 工学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20级 
工学系学生会外联服务部 

主要负责人 

13 苏子麒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西省上饶市 工学系 眼视光学 2020级 862007班班长 

14 王浩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四川省广元市 工学系 机械工程 2021级 862106班班长 

15 王讷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西省上饶市 工学系 环境工程 2019级 
工学系新媒体中心主要负责人 

861902班心理气象员 

16 王悦 女 汉族 中共预备党员 江苏省泰州市 工学系 环境工程 2019级 
工学系党建工作部部长 

861902班班长 

17 吴思凡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河南省信阳市 工学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级 862104班班长 

18 吴昕睿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淮安市 工学系 环境工程 2021级 862102班班长 

19 余功运 男 汉族 群众 安徽省六安市 工学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21级 862105班班长 

20 张皓月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宿迁市 工学系 生物技术 2020级 862001班班长 

21 张佳怡 女 汉族 群众 江苏省无锡市 工学系 机械工程 2020级 
862006班班长 

工学系党建工作部党课部干事 

22 张乾煜 男 穿青人 群众 贵州省织金县 工学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文体部主要负责人 

23 张诗意 女 苗族 共青团员 贵州省遵义市 工学系 生物技术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执行主席 

24 赵璐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镇江市 工学系 眼视光学 2019级 
工学系党建工作部 

组织宣传部部长 



25 郑岚玥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四川省隆昌市 工学系 眼视光学 2021级 862107班班长 

26 周淑婷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南通市 工学系 生物技术 2019级 工学系学生会自管部主要负责人 

27 周文浩 男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徐州市 工学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级 862003班班长 

28 朱妍 女 汉族 共青团员 江苏省苏州市 工学系 环境工程 2019级 工学系组织发展中心主要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