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学生社团团工委第三届、学生社团联合

会第二十二届主要学生干部名单的公示 
 
各学生社团、各学生社团团支部及全体同学： 

根据《四川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章程》，经个人申报、

答辩面试、组织考察等环节，现将学生社团团工委第三届、学

生社团联会第二十二届主要学生干部名单公示如下： 

主席团及直属部门 

名称 职位 姓名 专业班级 

 

 

 

 

主席团 

主席 唐昌松 产设 201504 

团工委副书记（雅安） 董念琴 广告 201603 

团工委副书记（成都） 张莫闲 农经 201601 

常务副主席（雅安） 梁浩 视传 201601 

副主席（雅安） 陈文溆乐 电气 201601 

副主席（雅安） 李潇 电气 201603   

副主席（成都） 曾庆斌 茶学 201601 

副主席（成都） 张崇梅 财务 201602 

副主席（成都） 杨雪 药学 201602 

 

 

直属部门 

 

团工委组织部部长 秦永琪 资环 201701 

团工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部长级） 
张明荣 水利 201701 

团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陆怡君 人文地理



 

 

 

 

 

 

 

直属部门 

201702 

团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吴佳辉 投资 201703 

团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熊梹铨 电子 201704  

团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吕亚霏 
汉语言

201701 

团工委宣传部部长 薛佳伟 水电 201701 

团工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部长级） 
付靖雯 产设 201703 

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罗茜  环设 201701 

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都颖 环科 201702 

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月华 产设 201702 

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廖海霞 广告 201705 

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柳倩 视传 201704 

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晴杨 
 汉语言

201702 

办公室主任 朱思睿 人力 201702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部长

级） 
陈志毅 环工 201703 

办公室副主任 冉艳 投资 201702 

办公室副主任 侯雨萌 金融 201703 

办公室副主任 赵健敏 
计算机

201702 



办公室副主任 李晓焰 建环 201701 

活动部部长 张义杰 工商 201701 

活动部常务副部长（部长

级） 
任鹏 生科 201701 

 活动部副部长 曾铉淞 环生 201701 

活动部副部长 何曾杰 投资 201703 

 
活动部副部长 陈孟科 

物联网

201702 

活动部副部长 李珠琳 视传 201704 

评定部部长 汤雨露 金融 201704 

评定部常务副部长（部长

级） 
先良丽 法学 201701 

评定部副部长 钟梦雅 风园 201703 

评定部副部长 符珏 财管 201703 

评定部副部长 王志威 生技 201701 

评定部副部长 李欣悦 生技 201703 

外联部部长 卢傲霜 信管 201703 

外联部常务副部长（部长

级） 
陈婉莹 环科 201701 

外联部副部长 刘峻江 环设 201705 

外联部副部长 何佳  财管 201703  

外联部副部长 穆泽姣 文管 201701  



外联部副部长 苏晶 
物联网

201702 

 

雅安校区学生社团 

协会名称 职务 姓名 专业班级 

学生创新传媒协会 

会长 冯丹 英语 201603 

副会长 吴香霖 广告 201702 

团支书 赖显玉 教技 201601 

学生园艺协会 

会长 向小芳 化工 201701 

副会长 文洋 生工 201702 

团支书 刘丹 生物 201701 

学生软件协会 

会长 付善峰 生工 201702 

副会长 赵婷婷 文管 201701 

团支书 兰希 政治 201702 

学生英语协会 

会长 周钰涵 文化 201702 

副会长 刘爽 汉语 201701 

团支书 李佳桐 文化 201702 

学生人力资源管理

协会 

会长 汤凯木 人力 201703 

副会长 陈雪艳 人力 201703 

团支书 张佳逸 人力 201704 

学生计算机协会 会长 左明璐 生技 201703 



副会长 张真鸿 计科 201701 

团支书 刘澳 信息 201701 

学生社会工作协会 

会长 陈丹 社工 201702 

副会长 王艺桦 社工 201701 

团支书 高思佳 社工 201701 

学生考公务员协会 

会长 阿苏尔哈 政治 201703 

副会长 张钰涓 政治 201703 

团支书 程明珠 政治 201703 

学生留学协会 

会长 邓晓兰 政治 201702 

副会长 张杰 政治 201702 

团支书 邓楚恒 农教 201702 

学生考研协会 

会长 朱原帆 英语 201603 

副会长 陈雪 应化 201701 

团支书 蒲梓恒 信息 201701 

学生求是协会 

会长 何嘉笙 生工 201703 

副会长 吉克龙哈 社体 201702 

团支书 蔡欣岐 水利 201703 

学生数学建模协会 

会长 康予涵 信科 201601 

副会长 舒玲玲 应物 201602 

团支书 王子鸣 水利 201604 

学生法律协会 会长 张婷婷 法学 201705 



副会长 谢启亮 计管 201701 

团支书 王小琪 法学 201705 

学生农业经济研讨

协会 

会长 唐雪 化生 201604 

副会长 周旭 政治 201601 

团支书 刘林松 政治 201701 

学生科技协会 

会长 李康 农教 201701 

副会长 冉峻诚 农机 201702 

团支书 翁玉婷 应物 201702 

学生新浪微博协会 

会长 陈宇薇 生技 201703 

副会长 陈茁 英语 201702 

团支书 王莉均 食教 201703 

学生文化产业创意

协会 

会长 刘桃 文化 201702 

副会长 傅国庆 文化 201701 

团支书 张雪菲 文化 201702 

学生模拟联合国协

会 

会长 胡志山 电气 201704 

副会长 李克勖 法学 201704 

团支书 刘仕强 电子 201701 

学生职达社 

会长 张赛赛 人力 201701 

副会长 李雯静 生技 201702 

团支书 杜昱霏 广告 201702 

 学生航拍模型协 会长 叶进文 农教 201702 



会 副会长 曹宇成 生技 201702 

团支书 牛红祥 电子 201701 

学生情报局 

会长 谢睡莲 英语 201603 

副会长 谭建伟 农机 201703 

团支书 李怡苇 人力 201702 

学生 SiCAU-iGEM协

会 

会长 王逸飞 生技 201602 

副会长 王寅生 生物 201601 

团支书 魏欢 生技 201603 

学生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青年研习

社 

社长 罗立新 计教 201503 

副社长 陈正 电子 201602 

团支书 刘美兰 计教 201602 

学生 ACM 协会 

会长 黄成 计科 201401 

副会长 刘小葆 计科 201503 

团支书 李海涛 计教 201501 

学生台球协会 

会长 李振荡 农机 201702 

副会长 尹森 物联网 201701 

团支书 刘桂川 汉语言 201701 

学生轮滑协会 

会长 谢宇非 物联网 201703 

副会长 高代容 信科 201702 

团支书 郭玉英 食教 201702 



学生自行车协会 

会长 徐友 农教 201703 

副会长 赵福江 农机 201701 

团支书 王国陈 水利 201602 

学生棋牌协会 

会长 陈宏 电子 201704 

副会长 刘虎  建教 201702 

团支书 赵书恒 生工 201703 

学生跆拳道协会 

会长 黄麓 食质 201703 

副会长 樊文康 体育 201701 

团支书 杨杨 包装 201702 

学生足球协会 

会长 汪高洪 体教 201702 

副会长 张文镇 物联网 201702 

团支书 曹波文 物联网 201701 

学生武术协会 

会长 张富 体育 201702 

副会长 曾润 休体 201702 

团支书 任红娟 体教 201702 

学生排球协会 

会长 袁振南 体教 201702 

副会长 王秀婉 食质 201702 

团支书 刘闰涵 物联网 201703 

学生乒乓球协会 

会长 喻秋 体教 201701 

副会长 张荻娅 体教 201702 

团支书 沈悦 包装 201701 



学生羽毛球协会 

会长 陈柏谕 食工 201701 

副会长 杨椅 社体 201702 

团支书 但岭 英语 201704 

学生网球协会 

会长 邓鑫 休体 201701 

副会长 郑济鑫 体教 201701 

团支书 段喜萍 社工 201701 

学生定向越野协会 

会长 赵鹏飞 社体 201704 

副会长 单彦雨 社体 201701 

团支书 向欣悦 社体 201604 

学生 TG 精英社 

会长 娄宸恺 水利 201701 

副会长 陈国梁 休体 201703 

团支书 王嘉驰 水利 201702 

学生健美协会 

会长 李冰川 休体 201703 

副会长 王小瑜 社体 201702 

团支书 莫日各 信管 201701 

学生拳击协会 

会长 柴鹏帅 体教 201703 

副会长 刘鑫 体教 201703 

团支书 周承凯 食工 201703 

学生健身协会 

会长 林笑天 社体 201603 

副会长 母兵鹏 社体 201701 

团支书 邱作 法学 201705 



学生夜跑协会 

会长 陈富锹 水电 201703 

副会长 林子豪 生工 201704 

团支书 林敏枝 水电 201705 

学生游泳协会 

会长 王志 体教 201601 

副会长 杨超越 体教 201702 

团支书 刘富贵 休体 201703 

学生滑板协会 

会长 王紫薇 建环 201601 

副会长 陶轶 体教 201502 

团支书 黄贤涛 水电 201602 

学生双截棍协会 

会长 高逸 计管 201701 

副会长 王明亮 物联网 201601 

团支书 康登忌 农教 201602 

学生珍杉协会 

会长 陈智豪 生工 201701 

副会长 蔡春春 汉语言 201701 

团支书 邱敏 法学 201702 

学生医学健康协会 

会长 任镜 生技 201703 

副会长 梅一鸣 体教 201702 

团支书 杨琳 信息 201703 

学生军事爱好者协

会 

会长 朱根生 建教 201702 

副会长 胡雯韬 体教 201601 

团支书 陈琳 视传 201602 



学生雅安市无偿献

血宣传服务队四川

农业大学分队 

队长 杨川 农教 201702 

副队长 叶思成 社体 201703 

团支书 李典珂 英语 201701 

学生环境保护协会 

会长 何莲 广告 201701 

副会长 常哲纶 水利 201704 

团支书 吴文静 社工 201702 

学生心理健康协会 

会长 李猛 生工 201703 

副会长 张婷 生工 201704 

团支书 龚雪 食质 201704 

学生舍区管理委员

会 

会长 姜明珠 食质 201704 

副会长 梁超 水电 201703 

团支书 冷正梅 生工 201703 

学生同心社 

会长 李哲源 社体 201702 

副会长 刘文冬 社体 201702 

团支书 单振 社体 201702 

学生校学生治安服

务队 

队长 龚小芳 食教 201604 

副队长 陈俊佳 社体 201704 

团支书 向琼 食教 201703 

学生义务消防队 

会长 黄泓力 农教 201703 

副会长 周天材 农教 201703 

团支书 何春梅 教技 201701 



学生爱心站 

站长 杨黎明 农机 201704 

副站长 牟标 计管 201701 

团支书 杨柳 汉语 201701 

学生动物保护协会 

会长 刘倩冰 生科 201703 

副会长 李汭杭 农教 201702 

团支书 田江楠 生技 201702 

学生春晖社 

社长 杨欣越 社工 201701 

副社长 赵钰 汉语 201702 

团支书 蔺凯 计科 201701 

学生素食协会 

会长 杨雯映 社工 201601 

副会长 王纪元 体教 201702 

团支书 李厚迎 应化 201702 

学生 Darling Dance

协会 

会长 胡梦婷 计科 201601 

副会长 唐婷婷 生物 201601 

团支书 赵旋 包工 201702 

学生瑜伽协会 

会长 高佳旗 建教 201602 

副会长 罗娅 视传 201603 

团支书 陈婷婷 政治 201602 

学生 GD 舞社 

社长 李俊达 生科 201703 

副社长 魏雪芳 英语 201703 

团支书 巫新月 食工 201702 



学生书画协会 

会长 刘宇彤 信息 201702 

副会长 张镭铎 电子 201702 

团支书 谢佳丽 应化 201702 

学生国学社 

社长 黄兰茜 生技 201704 

副社长 晏天莹 法学 201702 

团支书 沈思静 文管 201701 

学生民族文化协会 

会长 郝珂 社体 201702 

副会长 扎西普拉 广告 201701 

团支书 聂晓芸 教技 201701 

学生布艺协会 

会长 苏倩 文管 201701 

副会长 巫雯琪 包装 201703 

团支书 柴欣宇 化生 201704 

学生旅游协会 

会长 曹世铎 休体 201702 

副会长 张婷 汉语言 201701 

团支书 徐思静 法学 201701 

学生演讲与口才协

会 

会长 王渝雅 人力 201701 

副会长 闫文婧 食质 201702 

团支书 刘益然 文管 201701 

学生青草文学社 

社长 孔祥汉 生技 201701 

副社长 姚林 法学 201702 

团支书 何金福 文管 201702 



学生日语协会 

会长 王麒钧 应化 201702 

副会长 范绪媛 食工 201603 

团支书 胡瑜瀚 法学 201703 

学生捭阖思辩社 

社长 尹祖萍 人力 201702 

副社长 闫宁 广告 201703 

团支书 袁鎏镓 食工 201702 

学生摄影协会 

会长 黄莎淇 汉语言 201701 

副会长 庞雅文 汉语言 201701 

团支书 姚鹏 人力 201703 

学生韩文化协会 

会长 李书墨 信管 201702 

副会长 肖阳 社工 201701 

团支书 邱伊婷 信管 201702 

学生 MIC 疯

HIP—HOP 协会  

社长 杜颖灵 化生 201703 

副社长 丁紫一 信管 201702 

团支书 吉日阿旭 食质 201704 

学生欧美文化协会 

会长 罗国峰 生技 201701 

副会长 杜珂依 生工 201702 

团支书 莫雨轩 计算机 201703 

学生尤克里里协会 

会长 蒲恒斌 建环 201601 

副会长 何雨旭 农机 201703 

团支书 聂荣萱 食质 201702 



学生粤文化协会 

会长 揭炽一 化生 201701 

副会长 刘蕊凌 食质 201701 

团支书 符鑫 法学 201702 

学生爱创影视协会 

会长  吴晗 食工 201702 

 副会

长   
刘璨 食工 201703 

团支书 阳阳 食教 201701 

学生茶艺协会 

会长 罗勤怡 生技 201702 

副会长 祁安亮 建环 201703 

团支书 刘琳玲 生技 201702 

学生电影协会 

会长 付学瑞 文化 201602 

副会长 何佳娴 广告 201602 

团支书 余珂 文化 201602 

学生动漫协会 

会长 韩羿琨 视传 201705 

副会长 汪鑫锐 农教 201702 

团支书 杨沙 文化 201701 

 

成都校区学生社团 

协会名称 职务 姓名 专业班级 

学生跆拳道协会 
会长 张昊宸 环科 201702 

副会长 霍武杰 动科 201702 



团支书 邓岚 环科 201701 

学生乒乓球协会 

会长 侯天宇 植科 201702 

副会长 孟星辰 金融 201701 

团支书 刘素岑 农学 201702 

学生太极协会 

会长 蒙延滨炜 园艺 201701 

副会长 吴志强 经济 201704 

团支书 王湘 茶学 201703 

学生羽毛球协会 

会长 丁嘉文 环工 201702 

副会长 黄巧 药学 201702 

团支书 陈易 产设 201704 

学生瑜伽协会 

会长 彭可馨 动检 201703 

副会长 吴锦苹 国贸 201601 

团支书 马雨婷 财管 201607 

学生 crazy 轮滑协

会 

会长 王凤艺 动检 201703 

副会长 王敏茹 产设 201705 

团支书 贺春秀 园林 201701 

学生排球协会 

会长 黄登赢 土管 201702 

副会长 程学琨 农经 201702 

团支书 王雅竹 林学 201701 

学生电子竞技协会 
会长 伍庆祥 茶学 201602 

副会长 杨尚明 农发 201702 



团支书 赵玺璘 产设 201704 

学生足球协会 

会长 陈卓 土管 201701 

副会长 王啸 农学 201702 

团支书 王镇武 风园 201705 

学生网球协会 

会长 钱韵诗 财务 201607 

副会长 王新悦 财务 201702 

团支书 彭瑞琪 动科 201703 

学生篮球协会 

会长 李哲 环生 201703 

副会长 李邦彦 水产 201703 

团支书 彭瑞琪 动科 201703 

学生自行车协会 

会长 马蕴哲 动科 201702 

副会长 苏洋 森保 201701 

团支书 但旭明 草学 201701 

学生台球协会 

会长 冯文锌 林学 201607 

副会长 罗源昊 经济 201701 

团支书 杨淳茜 国贸 201703 

学生跑步协会 

会长 余文载 动科 201704 

副会长 赵兰 植保 201702 

团支书 罗雪琴 财管 201704 

学生 ITF 跆拳道协

会 

会长 蒲延昕 木科 201702 

副会长 王素素 园林 201704 



团支书 梁兴伟 环工 201704 

学生 OL 滑板协会 

会长 王崇锦 经济 201702 

副会长 徐路阳 动检 201701 

团支书 陈琪琪 水产 201702 

学生飞盘协会 

会长 袁章熙 投资 201703 

副会长 张鑫月 投资 201703 

团支书 钟若希 经济 201703 

学生传统文化社 

社长 许铭芮 审计 201703 

副社长 张东阳 茶学 201703 

团支书 宁静 农经 201701 

学生演讲与口才协

会 

会长 王昊 药物 201602 

副会长 苟艺馨 人文地理 201702 

团支书 闫宇荣 木科 201701 

学生国色茶学协会 

会长 张雨 茶学 201701 

副会长 黎晓湘 茶学 201602 

团支书 常开玲 茶学 201701 

学生斐然文学社 

会长 李蜜如 农学 201704 

副会长 温薪月 园林 201701 

团支书 陈卓 动检 201703 

学生泛幻想动漫社 
社长 蒋书章 风园 201703 

副社长 刘佳鑫 草学 201701 



团支书 汤静 动科 201703 

学生陶笛协会 

会长 罗钦文 园林 201704 

副会长 唐玉兰 农经 201701 

团支书 成庆悦 农学 201701 

学生 DIY 手工社 

会长 张井俊 动科 201701 

副会长 何雨欣 产设 201701 

团支书 邱紫薇 种子 201701 

学生棋牌协会 

会长 田净业 木科 201701 

副会长 蔡子轩 林学 201702 

团支书 唐鑫 农学 201702 

学生电影爱好者协

会 

会长 朱轩仪 动医 201703 

副会长 胡圆慧 水产 201701 

团支书 余晨昊 动科 201703 

学生书画协会 

会长 周瑜 审计 201702 

副会长 向淅 园艺 201701 

团支书 谢柠潞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702 

学生吉他社 

会长 陈思杰 园艺 201705 

副会长 杨浩天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702 

团支书 杨星月 药学 201703 

学生美妆社 
会长 彭玉婷 园艺 201705 

副会长 王冰晶 风园 201704 



团支书 叶雪莲 园艺 201703 

学生交际舞协会 

会长 王光辉 农经 201703 

副会长 秦景 土管 201702 

团支书 雷知钰 药学 201702 

学生微博协会 

会长 陈佳 动医 201701 

副会长 苏雅倩 环设 201703 

团支书 曾铉淞 环生 201701 

学生桌游协会 

会长 王致伟 设施 201703 

副会长 来晓芮 动科 201705 

团支书 沈茹 设施 201703 

学生礼仪协会 

会长 张韵晗 国贸 201703 

副会长 何佳 财管 201703 

团支书 游彩琳 财管 201701 

学生清濯汉服社 

会长 严颖 水产 201702 

副会长 李宇峰 工商 201703 

团支书 张家悦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702 

学生摄影协会 

会长 胡圆慧 水产 201701 

副会长 王雨莹 环科 201701 

团支书 王茂婷 产设 201704 

学生粤语协会 
会长 胡清毅 水产 201602 

副会长 卢冠澎 风园 201703 



团支书 易美潮 动科 201702 

学生旅游协会 

会长 吴翔 草学 201703 

副会长 文好雨 园林 201702 

团支书 刘玉 经济 201703 

学生纸鸢书院 

会长 廖翊雯 园艺 201701 

副会长 刘紫桐 审计 201601 

团支书 江柳静 园艺 201701 

学生中国舞协会 

会长 邱心丹 木科 201701 

副会长 路宇彤 工商 201703 

团支书 张珊 工商 201702 

学生尤克里里协会 

会长 范争 国贸 201702 

副会长 肖双林 产设 201703 

团支书 叶力荧 金融 201604 

学生刀笔油画协会 

会长 苏宇翔 园艺 201703 

副会长 缪野 园林 201704 

团支书 张培华 动医 201606 

学生 SCAN 推理俱

乐部 

会长 谢宇婷 水产 201701 

副会长 沈恩豪 动科 201702 

团支书 刘家兵 烟草 201701 

学生AKAL插画创作

交流协会 

会长 赵佳文 茶学 201702 

副会长 陈亦煊 环设 201705 



团支书 罗月 茶学 201702 

学生乐手联盟协会 

会长 赵辰阳 环生 201602 

副会长 莫景森 人文 201601 

团支书 王欣杨 环工 201704 

学生嗨剧社 

会长 韦尚奇 农区 201702 

副会长 刘怡玲 工商 201703 

团支书 王成宁 环设 201704 

学生口琴协会 

会长 周杨 中药 201701 

副会长 孙亚玲 产设 201701 

团支书 庹智豪 产设 201701 

学生 henna 手绘协

会 

会长 程吉胜蓝 金融 201701 

副会长 黄兰媚 金融 201701 

团支书 王浚含 土管 201601 

学生 kid 街舞社 

会长 卜杨帆 环工 201603 

副会长 刘明海 动医 201606 

团支书 周宇 动医 201607 

学生“弎思目”记

录影像馆 

会长 刘成志 产设 201606 

副会长 但旭明 草学 201701 

团支书 袁诗涵 经济 201704 

学生爱心站 
站长 卢昌莲 产设 201702 

副站长 段园园 药学 201702 



团支书 张春 财管 201702 

学生环境保护协会 

会长 谢非 环生 201703 

副会长 包格格 动医 201703 

团支书 蔡冰清 风园 201701 

学生博济公益协会 

会长 沈恩豪 动科 201702 

副会长 熊雁迪 风园 201701 

团支书 王景 风园 201701 

学生治安与消防协

会 

会长 林芮伊 审计 201701 

副会长 王春燕 草学 201701 

团支书 陶俊杰 植科 201702 

学生 Taoti 慈善美

食社 

社长 范瑞琪 设施 201703 

副社长 王浩 茶学 201701 

团支书 吕思琦 国贸 201702 

学生公益创投社 

会长 张思 茶学 201701 

副会长 余明杰 设施 201702 

团支书 都玉梅 茶学 201701 

学生公寓委员管理

协会 

会长 陈小慧 动科 201704 

团支书 田宸宇 农学 201603 

学生新芽社工服务

中心 

会长 雷清萍 环设 201606 

副会长 任斌 农发 201601 

团支书 钟燕 农区 201602 



学生邦农食用菌协

会 

会长 廖雪萍 茶学 201701 

副会长 刘小仝 农区 201701 

团支书 吴启华 农学 201702 

学生风景园林协会 

会长 祁宇航 风园 201703 

副会长 彭永翔 林学 201703 

团支书 吴春梅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703 

学生会计协会 

会长 李欣怡 财管 201701 

副会长 白一岑 财管 201703 

团支书 梅婵 审计 201702 

学生农村区域发展

协会 

会长 王璐 农区 201702 

副会长 吴强 农学 201703 

团支书 夏雪 园林 201704 

学生金融投资协会 

会长 古颖秋 投资 201703 

副会长 袁莹霏 水产 201701 

团支书 陈奕蒙 地理 201702 

学生农业经济研讨

协会 

会长 贾璐 农经 201702 

副会长 何慧芳 农经 201704 

团支书 艾成速 农经 201704 

学生数学建模协会 

会长 崔屹峰 地理 201601 

副会长 朱锡佩 金融 201602 

团支书 蔡冬芬 环工 201601 



学生创意农业协会 
会长 张霞 园艺 201704 

团支书 万丽华 园林 201703 

学生沙盘协会 

会长 邵义 工商 201602 

副会长 王敏 工商 201702 

团支书 颜娜 工商 201601 

学生日语协会 

会长 王睿潇 投资 201701 

副会长 李汶霖 园林 201704 

团支书 苏晴 金融 201701 

学生英语协会 

会长 冉卓灵 药剂 201702 

副会长 陈爱霞 金融 201701 

团支书 胥童 土管 201703 

学生计算机协会 

会长 李凡 农学 201702 

副会长 税宇陶 财管 201701 

团支书 崔晶 农学 201702 

学生园艺协会 

会长 蔡爽 种子 201702 

副会长 李嘉怡 草学 201702 

团支书 何泾正 药物 201702 

学生动物保护志愿

者协会 

会长 望婧媛 环科 201702 

副会长 白文奕 动科 201701 

副会长 徐婉茹 草学 201701 

团支书 黎雪勤 动医 201703 



学生爬宠协会 

会长 刘礼瑞 药学 201601 

副会长 黄毓婷 财管 201701 

团支书 黄诗忆 财管 201701 

学生计量经济协会 

会长 陈锐 经济 201602 

副会长 张力文 投资 201603 

团支书 苏芸 投资 201602 

学生保险协会 

会长 柏慧 投资 201703 

副会长 韦纯超 金融 201704 

团支书 刁欣怡 经济 201702 

学生模拟联合国协

会 

会长 胡杨 国贸 201702 

副会长 罗淋丹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701 

团支书 李坤潮 国贸 201703 

学生韩语协会 

会长 蒋兰 投资 201601 

副会长 童靖雯 审计 201701 

团支书 邓亦婷 农经 201703 

学生德语协会 

会长 夏唯珂 动检 201701 

副会长 李懿根 环生 201702 

团支书 杨一桢 设施 201702 

学生工商管理协会 

会长 王阳 工商 201601 

副会长 穆翩 工商 201601 

团支书 冉珈瑄 农经 201703 



学生商业银行协会 
会长 李佳 工商 201701 

团支书 安梦影 药物 201701 

学生留学协会 

会长 黄奕清 财务 201705 

副会长 魏喻寒 金融 201505 

团支书 马可 人文 201702 

学生景观建模协会 

会长 唐浩 环设 201705 

副会长 苑钧杰 环设 201705 

团支书 高唯奕 环设 201704 

 

公示期为 2018 年 6 月 8 日-11 日，期间有任何异议，请以实名

形式向校团委办公二室反映：王老师 电话：86290707.                           

 

 

                           四川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 

                                  2018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