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2-2023学年学生社团负责人补选

结果的公示

全体同学：

根据《四川农业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和《关于

2022-2023学年学生社团负责人遴选补录通知》的要求，经个人

申请、社团成员大会答辩选举、社服评定部监督，现将各学生社

团遴选补录负责人名单予以公示：

序号 社团名称 社团类别 校区 负责人(成绩及排名) 职务

1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思想政治 成都校区

曾昕皓（研究生） 会长

2 蔡兵（研究生） 团支书

3 学生心理健康协会 自律互助 成都校区 刘仁静 84.25(47.46%) 团支书

4 学生医学健康协会 自律互助 成都校区 苏佳雯 87.62(28.95%) 团支书

5 学生企业模拟经营协会 创新创业 成都校区 范琳霞 94.24(1.18%) 会长

6 学生数学建模协会 创新创业 成都校区 梁丽 86.77(33.62%) 团支书

7
学生电子商务协会 学术科技 成都校区

王樱涵 89.62(9.76%) 会长

8 黄蓉 82.04(24.39%) 团支书

9 学生压花协会 学术科技 成都校区 陈心宇 86.92(20.34%) 团支书

10 学生景观建模协会 学术科技 成都校区 王十可 86.89(19.10%) 会长

11 学生英语协会 学术科技 成都校区 刘逸飞 90.63(20.25%) 会长

12 学生风景园林协会 学术科技 成都校区 史嘉愉 87.64(35.48%) 会长

13 学生小语种协会 学术科技 成都校区 郭应凯 85.05(42.37%) 会长

14 学生手工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叶姿瑄 89.72(17.51%) 团支书



15 学生戏曲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钟佩伶 86.46(41.38%) 会长

16 学生篮球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胡宇晨 79.88(43.33%) 团支书

17 学生排球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方晴 87.8(20.69％) 会长

18 学生跆拳道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张梓怡 85.66(20%) 会长

19 学生足球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左子易 88.21(23.08%) 会长

20 学生汉服社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廖春尧 85.76(31.33%) 团支书

21 学生推理协会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卢思含 87.29(18.42%) 团支书

22
学生动漫社 文化体育 成都校区

李应钱 87.84(47.93%) 会长

23 周妙 87.82(35.59%) 团支书

24 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

研学社
思想政治 雅安校区

唐可文 94.2(0.85%) 会长

25 陈名婕（研究生） 团支书

26 四川农业大学

模拟政协协会
思想政治 雅安校区

李皎洋 90.02 (10.26%) 会长

27 胡语梣 95.84（0.5%） 团支书

28 学生动物保护协会 学术科技 雅安校区 张芊 77.25(43.59%) 团支书

29 学生园艺协会 文化体育 雅安校区 段云霄 80.38(37.93%) 团支书

30 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 文化体育 雅安校区 马冰冰 87.87(17.99%) 团支书

31 学生粤文化协会 文化体育 雅安校区 高聪杰 80.93(47.83%) 团支书

32 学生含章文学社 文化体育 雅安校区 陈愉阳 88.19(9.76%) 团支书

33
学生足球协会 文化体育 雅安校区

张伟 81.94(20.37%) 会长

34 何腾 81.94(20.37%) 团支书

35 学生动漫社 文化体育 雅安校区 刘耀南 81.08(44.8%) 团支书

36 舞台剧与曲艺协会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杨茹云 92.95(8.82%) 团支书



37 川浔文学书画社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江其坤 77.56(43.68%) 会长

38 鸣石协会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杨尧舜 81.74(24.71%) 会长

39
武术协会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吴晓锟 80.68(28.74%) 会长

40 张清玲 89.66(5.17%) 团支书

41 知行军戎协会 自律互助 都江堰校区 曾贝尔 82.9(47.17%) 团支书

42 跑车嘉年滑协会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班景芸 85.08(24.36%) 会长

43 音乐社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肖汉雪 91.54(4.5%) 团支书

44
网台协会 文化体育 都江堰校区

沈俊宇 86.15(37.33%) 会长

45 程海峰 87.71(3.7%) 团支书

公示期为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如有异

议，请于公示时间内以实名向校团委办公室反映，联系方式：李

老师，028-86291760（成都校区，七教 105）;刘老师，0835-2882016

（雅安校区，四政 109）;何老师，028-87133561（都江堰校区，

银杏 401）。

学生社团管理与服务中心

2022年 1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