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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2022学年先进班

集体和优秀学生个人获奖名单 

 

一、先进班集体（62个班） 

20财务管理二班                  18水利工程（3+2） 

20财务管理四班                  20工程造价一班 

20市场营销一班                  20水利工程三班 

21行政管理一班                  21工程测量一班 

21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一班          21工程造价二班 

21市场营销二班                  21工程造价四班 

21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一班          21水利工程一班 

21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四班          20中草药栽培技术一班  

21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五班          20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20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21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一班 

21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二班      21烟草栽培与加工技术一班 

21作物生产经营与管理技术二班    21园林技术一班 

21园林技术二班                  21云计算技术应用一班          

20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班            20计算机应用技术四班 

20计算机应用技术七班         20软件技术一班 



 2 

20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一班       21级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一班 

21电子商务三班               21电子商务四班 

21软件技术一班               20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一班 

21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班         21计算机应用技术四班 

20药品生产技术一班           20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一班 

20中药学一班                 20中药学四班 

20药学一班                   21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二班 

21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三班       21食品质量与安全一班 

21药品经营与管理二班         21中药学一班 

21中药学三班                 21药学二班 

21药品生产技术一班           21动物医学三班 

21动物医学一班               21宠物养护与训导三班 

20宠物养护与训导一班         18畜牧兽医二班 

20畜牧兽医一班               20宠物养护与训导二班 

21动物医学二班               21宠物养护与训导一班 

20动物医学一班               21宠物养护与训导二班 

二、三好学生（662名） 

（一）工程学院（78名） 

张仕贤 缪瑞艳 代诗雨 李福康 王应吕 李马学 李瑞玲 

刘航 陈梦娥 李男灵 张洋 郑祖典 莫仕磊 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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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慧菊 李支红 何玉华 褚海龙 马啸伟 李树磊 王贵仙 

刘生灿 杨莹 肖义胜 杨承娟 王娟 鲁瑜 玉彩香 

杨沛娟 李韵 张之茂 毛娟 李瑞渊 何兴华 保荣 

高欣秋 李利平 马奎升 管永定 张俪 梁鑫 崔炼聪 

蒲慧娟 张玉琼 杨发元 李成健 周美堂 王轮 付庭省 

陈燚凤 段润 张耀德 唐传金 尤彦国 郑自吕 田波 

马世仙 杨顺奎 张俊 陈永梅 苏寄会 字江平 邬泞濋 

闵超 郑彩娣 罗淮 赵冰 刘坤 徐佑洋 彭羽萌 

白敏莉 赵冬凯 张春 朱菲莉娅 龙春勇 李艺琼 杨云豪 

沈川颜       

（二）经济管理学院（92名） 

唐淑雅 余改芬 金妮妮 许顺艳 代榕敏 邓丽娇 陈江换 

蜂晓春 张顺路 郭冬婷 周显龙 周娜 鲁玉梅 普春燕 

冯关普 李有珍 刘娟 吕俊 达瓦拉姆 李柯燃 刘佳馨 

罗福清 吴敏波 杨伟 岳宽央 龙一漫 王馨 冯晶晶 

普童 粟依依 陈梦霞 王丽云 段茂琴 白艳琼 董会江 

普龙牛 杨媛 施瑶 罗巧玲 马敏熙 刘汉永 余香怡 

刘鑫 白旭娅 王春燕 李吉丽 普银妹 杨苑萍 赵吕江 

王明菊 李呼抽 农春玲 李媛媛 赵晓霞 项建济 杨锦蕊 

陶飞 魏光婵 李荣花 张月 浦佳欣 王贞妮 李忆欣 



 4 

李佳艳 季章琴 沈丽娟 罗玉玲 李祖仙 王凤 欧阳静思 

谢佳玲 何庆静 王丽雯 尼玛拉姆 熊丽 邹娜 夏安福 

李自花 王红钦 薛欣彤 林友鲜 龚敏娅 字美琴 白金凌 

余美静 莫卉 李星雅 夏廷娜 吴思思 何重午 王琪 

戈淑娴       

（三）农学与园艺技术学院（83名） 

张杰 王彦 尹婷 张雪娇 张龙 候金珍 段明钦 

段仙萍 刘燕娇 杨颖娟 王玲 杨恒 李清梦 徐道鹏 

周啟广 杨娜 龚虎英 李秀兰 唐瑛莲 李芬 禹崇花 

玉腊扁 张露丹 刘军秀 杨玉彪 高江寿 张琼 赵欢 

欧阳美 李婷婷 余仕蓉 和辉 赵婧岚 朱艳花 胡显舒 

鄂文晓 段建卫 李艳 石教旺 王静 韦琼娟 王明吕 

徐世香 张灵东 何坤霖 木秀英 陆高寅 陈沙芬 岩温叫 

杨芃伸 方凤萍 龚治学 谢华蕊 严晓鹏 郭正坤 晏莹菲 

郑红相 董婷婷 李润梅 刘燕 许红燕 李富有 罗成燕 

刘凯 王麒惠 钟晓强 海星美 张蓉 罗江洪 唐爱华 

陶娅娅 李艺良 王毅 邹江辉 毕书润 李凯蕊 汪羽萱 

段寿宽 普丹 林成斌 陶怡 杨春兰 林安明  

（四）畜牧兽医学院（136名） 

矣浩楠 罗亚男 杨熙 赵大江 李婷 廖何梅 李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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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星 唐奕 唐莹 李明宇 李自妹 方绍芝 罗雪峰 

毕云涛 李周贝凌 邹玲 余黔 李德芳 王爱佳 白明理 

何鹏 毕泓 王荣美 袁世娇 陈亚婕 杨寅鹏 倪娜 

黄权光 谭明兰 彭连卿 梁宇森 李晓如 柳雪伟 董国军 

李颖 任发智 马绕珍 金辉 童宗倩 张鸿泰 韩小云 

张健芸 梁妹棉 杨楠 陆丽婷 邱红云 池紫娴 杨苏建 

李丽 余如婷 王庆怡 徐思媛 和鑫鹏 张子青 张瑞梅 

郭演春 李娜 胡玉美 李祥 王立书 韦成丽 陈昌香 

赵聪 廖文清 江绍芬 袁润 李中华 杞海花 董世强 

秦应芝 刘莉 邓伊情 贺艳青 马顺涛 罗椰 段韩柔 

周利琴 李棋 沈慧灵 杨春莉 张耀东 海霞 廖丽花 

胡帆 杨静 李鹏峰 字凤溜 陆艳晨 张敏 罗玉强 

陈帮梅 陈定英 王亚红 洪天涯 郑世举 杨保妃 岩军 

朱成慧 赵薪怡 字江芹 李梦云 袁旭 张明江 飘燕 

杨丽艳 高大娥 何瑞俊 和永英 汤  煜 王韬 卯明松 

李海晴 陈光超 杨鹏 石晓青 苏  洁 杨开启 邵明益 

赵磊彩 骆运萍 杨春禄 雷线兵 李艳 王奕然 陈珈乐 

王虹 陈梓佳 马目收 杨明华 侯茁 周映伶 张崇婷 

郑惜月 古云泽 保银萍     

（五）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14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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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敬美 黄芯 刘文婷 杨明慧 李青青 普燕楠 陈玉莲 

张永琪 黄朵 敖甜甜 王奉坤 毛丽花 李明琼 熊海玉 

尹凤艳 刘光曼 王明珠 田子超 黄乔桧 杨丽萍 白丽 

金群莉 宋世珍 江选园 黄娅婷 彭丽琼 祁金鑫 万娇娇 

李博洋 赵行 蒋俊由 鲁少菏 蔡国凤 杨雨露 张颖倩 

杨冬雪 冷建萍 董天羽 王君艳 李欣怡 何燕 罗燕 

毛鑫鹏 周廷信 张睿 李如翠 蒋连进 蒋婉婷 王江锦 

袁思勤 孙一丹 李婷 李海艳 邓万艳 徐璇 付庆月 

龚雄达 刘月梅 王秋梅 张学仙 刘欣 杨如艺 王可璇 

廖忠发 张厚池 宋秉羲 杨媛清 孙毛成 何天会 施岳天 

罗文芝 朱恒 王俊 高雪 陆柒 孙文文 张玲蓉 

钱龙艳 潘茜 李学兰 宋思雨 罗艳琳 柏玉芝 李慧娴 

李吉豪 曹开月 徐红微 胡清爱 龙丹 玉坎尖 戴春香 

王慧敏 武楠 马金秋雨 柏鸿霞 饶蝶 李艳 洪贤蓉 

杨爽 钟丽沙 曹兴雨 格茸竹玛 白玉芬 吴希敏 海从会 

许可欣 彭春美 何茂丹 周永婵 马跃飞 王榆 杨欢欢 

张霞 杨柔 张冬梅 姜明英 陈笛 孙爱雲 马杰 

杜蕊 王玉香 杨东慧 潘学伟 田洪涛 武欢 万江婷 

龙卫艳 邓远婷 管媛玲 周维琳 王顺迪 杜学雄 李娇燕 

杨云宏 赵富欢 耿希 何声垓 板春解 张婧 杨瑞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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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莹 高絮 章聪 郭富民 玉为金 周生迅  

（六）互联网技术学院（114名） 

苏源龙 杨宇婷 黄花 李云 唐浩然 代勇贤 童高玲 

唐赛兰 宋小红 杨国然 蒋开秋 李洋 杨攀 张倪嘉 

曾跃 李然克 许宏民 高文健 邱月霜 高玉梅 许廷祥 

陈海潮 陆冬梅 黄春梅 张娜 孙彩娇 杨松杰 孙显灵 

禹春梅 杨其兵 鲁功丽 李元春 梁大品 陈海妹 张锡润 

潘梦莹 付冰冰 传建云 邬刚志 苏子薇 黄龙 茶晓珍 

李文用 张建阳 尹衫 郭兰茜煦 李国凤 代婉琪 何慧 

潘光慧 陆坤常 虎金锁 代晓辉 段金尉 黄驰茸 田正荣 

吴思婷 肖浪瑕 陆艳娇 李英 吴邦闰 赵子民 杨勇 

张慧婷 张博赟 雷雄 禾杰源 宋鸿 李进琳 袁志 

张思莹 林涛 曾倩 段海阳 李斌 黄阿嘎 李春宏 

张福林 朱奎键 张世军 郭长俊 黄彪 王春平 杨剑巧 

柯坪 王琼 陆加桥 杨润萍 黄建军 赵文梅 沈志昆 

张拯锋 陆标 孙青才 郝旭 杨妮 刘丽萍 林平文 

杨瑜悦 张伦吉 杨超 王翊宁 袁站胶 李春龙 蔡文奎 

赵雨默 王安云 杨高霞 朱锐 陈学金 王洪萍 孙道爽 

和伟衡 那嘉拉姆      

（七）云安产业学院（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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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男 牛江超 李梅 迟耀明 黄思太 金李兰 王勇 

徐安严 郭正鹏 冯志诚 念维艳 陆双巧 陈龙  

三、优秀学生干部（516名） 

（一）工程学院（54名） 

熊敏 杨家玺 浦作 黄雪艳 蒋泽垠 代梓昕 付之宝 

李汉明 杨锦萍 欧阳伟文 马可欣 陶香旭 郭玉发 叶正达 

陶自丽 格茸尼玛 晏娇 苏红静 李贤醒 宗家雄 尹久阳 

李寅生 字学花 刘永春 胡远彪 罗勇发 左川 刘江 

魏秋林 尼玛永追 杨光 杨琪 胡希 李平 格玛江初 

赵成颖 严其冉 申庆伟 陶敏珂 施晓鹏 杨启甲 朱彤 

李灵 邢万停 田宗振 杨世强 李海波 冯国猛  

白雪媛 叶伟凡 李国银 余丽 丰兰芝 赵文雨  

（二）经济管理学院（66名） 

周永存 陈真梦 孙婕 杨定宜 黄卫芬 浩永露 陆志敏 

张馨月 王靖雯 张清 线云仙 李重志 解旺雨 叶俊 

华珩邑 唐兴娇 冯晓润 张敏 郑德政 杨仕菲 彭娇娇 

李建虹 张云莎 李成云 向玉红 高铖 谭耀颖 张熙庆 

徐明珠 普文香 龙园红 邱艳婷 李梅 吴若菡 邓廷先 

何红雨 马鹏飞 张椿梅 饶发帅 赵洋 杨欣然 杨正涛 

李睿潇 雷昊源 杜明慧 沈天松 陈莎莎 刘蕊 宫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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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翌扉 王思丹 刘欢欢 孙荣艳 肖敏 杨荣艳 彭铖 

李慧美 何俊宣 王伟 陈骏 孙蓉 许文瑞 李建婷 

马波 周丽萍 孙景     

（三）农学与园艺技术学院（66名） 

常发波 武才幸 吴吕 拉茸追玛 李佳妙珂 郭俊 黄荣顺 

白芸沁 邓义宝 李世元 杨春 吴厚蒙 杨绍成 陈浩稆 

文书朋 潘继蓉 左月娇 何毕龙 张永园 杨光兰 许晴 

管峰 禹林康 郭娟 格茸卓玛 祁冰倩 何梦云 王遇蓉 

袁园 邱仁春 杨彬 赵晓玲 罗压 郑立秋 奚闰院 

彭献杰 李以青 李金芳 普桂艳 李毅 张也 范健美 

杨晓娟 杨秋雁 杨玥微 马艳聪 阿来建华 苏 梅 晋城 

陈鹤鸣 顾李通 赵思奇 蒋宝安 郑春翔 杨婷 李龙 

张艳 李玲 陈汉琳 谢添缘 张会艳 李克云 欧国银 

唐永斌 何鑫 杨蕊     

（四）畜牧兽医学院（84名） 

陈青宽 知识尼玛 蒲明泽  郭演春 李瑜 袁晓叶 夏蓉 

洪伟众 李明宇 李廷福 杨泉 贺健明 陆成帮  杨春萍 

杨小婷 聂光雄 谢俊楠 赵聪 罗秀 黄芳  叶凤姣 

梁思琪 夏培窈 和龙 茶亚男 施天宝 陈勋 李胜才 

陈高学 陆丽婷 方楚琳 张秋婷 伍兆琪 尹治权 杨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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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微 罗舒梅 次里楚母 祝东梅 李  葵 陈柯羽 方欢 

杨熙 古帅 陈青梅 孟建坤 张  婷 龙陈柠 陆艳晨 

苏晴 双伸霖 王建溪 陈奇平 刘瑞恒 施力若 字光强 

李锦龙 吉卫菊 依光罕 管乾丞 刘芷彤 李玉斌 杨自梅 

李艳 王奕然 周清洋 陈永梦 何泽锰 昝锦东 于晴 

陈昱豪 吉阿花 任丹妮 张乔蓉 苏怡润 孙镇楠 李冽舒 

知诗定主 李冬健 罗晶 戴建微 邵敬宗 赵瑞军 季俊洁 

（五）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96名） 

王江涛 熊金标 陈皓悦 黄刚 李雪儿 倪海霞 农布竹玛 

胡凤娟 定主培初 张敏 康瑜芯 彭丹 和晓萌 杨亦惠 

张势奎 马毅磊 刘佳梦 李文东 李玉芬 杨静红 非丽红 

王成顶 邱海艳 唐梓怡 农学富 沈天亮 宋晓雯 陈杰 

邹春林 付玉瑶 陶齐 陈彩蝶 赵克妹 杨晓 鲁萍 

朱明国 罗海梅 付荣涛 谢金海 李汝艳 左建艳 赵椿萍 

李文杰 温燕 王瑞祝 胡清爱 李早英 高诗艺 张艳涛 

李双晶 唐文龙 刘晶晶 侍俞成 杨解 周爱春 杨云美 

胡江丽 李杰 王显筛 马凌霞 杨文 金本轩 王君君 

文宏 和仙凤 

凯丽.比努

尔.安外尔 

吴兴普 李心依 董臣伟 姜朝阳 

张勇 秦莉 晁备 李会 陈虹 苏姜 李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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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鑫 李艳梅 朱文珍 罗芊 张铭泽 罗静 饶文宇 

王艳梅 冯颜 沈朦 和如融 李娴 罗蒲 熊依婷 

陈新月 蔡承悦 起红萍 杨秋菊 董琳森   

（六）互联网技术学院（90名） 

蜂爱花 字新同 李天朋 李宏斌 许朦 周媛媛 胡著芳 

苏慧 李阳烨 金翠 王晓娟 张刘娴 聂海航 唐思红 

李虹 顾伊静 卢宗宏 马学浩 张致萌 袁溪 李子恒 

唐小龙 孙绍梅 邓娅妨 康顺 李先云 陈天红 李改仙 

刘子宁 李玉环 阮淑贤 杨安靖 朱殷佟 邓主追玛 冉红菲 

彭军 叶小苏 马进宝 普思 童海贵 赵驰 刘焕雄 

胡晓宇 刘石磊 杨乙 杨一凡 肖微 陶海峰 豆张雨 

崔任松 赵湧培 金玉菊 徐俊会 陈华金 田志强 屈爱鑫 

郑自飞 陈小春 许应烨 王乐东 李慧 蔡溪 黄继蓉 

李如军 施芙蓉 张克玲 肖坚 杨雪 李梦琼 胡根鹏 

田宏志 马明琼 王光娇 陈会 郭英秋 马江倩 春元 

李艳玲 赵红艺 陈慧敏 陆赵倩 孔垂娜 樊建华 党富书 

杨艳 普忠海 李月娇 李诚努 伏仆丽 张文  

（七）云安产业学院（10名） 

陈冬燕 李茶艳 邹丰宇 陈平 刀浚哲 李能 马荣晓 

李如欣 张小倩 龙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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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团委（14名） 

赵英仙 赵庆良 张颖倩 黄丽婧 陈笛 浦晟垚 张玉 

茶学志 赵婉彤 徐伟 白旭 周利琴 李进 张福波 

（九）民兵连、国防后备营（30名） 

李华明 凤志伟 涂靖 和灿海 胡磊 施严朝 袁丽梅 

只玛拉次 陈志远 苏云凤 白永生 李志财 王宁英 邓艳迪 

李根伦 陈现兵 王俊杰 李春花 李文山 陆高寅 蒋婉婷 

罗阳 龙春勇 喻邦苇 李毛恩 林友鲜 杨应香 杨永霄 

王金萍 张丽      

（十）校易班工作站（4名） 

施琳琳 张富艳 杨雨露 杜娜 

（十一）校心理协会（2名）  

任常建 宋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