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2023 年寒假招生宣传
社会实践活动评优结果公示

我校 2023 年寒假招生宣传社会实践活动在师生们的积

极响应和共同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已圆满结束。

为激励广大师生继续积极参与招生宣传工作，在前期已

做好活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活动评优。现将评优结果

公示如下：

2023 年寒假招生宣传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序号 学院名称

1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 医学院

3 经济管理学院

（备注：按官网学院名称排序）

2023 年寒假招生宣传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队伍

序号 负责学院 队伍名称 队长 奖项

1 人文与教育学院 实验寒招小分队 周兰芳 一等奖

2 工业设计与陶瓷艺术学院
佛科院-广东北江实验

学校宣传队
严荔椿 一等奖

3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佛大之星（肇庆）队 黄永浩 一等奖

4 经济管理学院 暗静暗静队 周勇杰 一等奖

5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青青草原队 王学耕 一等奖

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中全进佛大队 张钰 二等奖

7 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 为佛科改名而读书队 陈志杰 二等奖

8 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
广东高水平大学川中

分学
李家薇 二等奖



序号 负责学院 队伍名称 队长 奖项

9 经济管理学院 引侨入佛队 杨创镖 二等奖

10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碱基互补配队 潘芷颖 二等奖

1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佛大--狮中小分队 罗博聪 二等奖

12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不二家队 谢雯霞 二等奖

13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鹤华寒招专业团队 梁绮桦 二等奖

14 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 旺汪队 赖东柔 二等奖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踏梦追风寒招小分队 陈奕彤 二等奖

16 医学院 寒招小分队 吴颢 三等奖

17 粤台人工智能学院 FOSU TEAM 施芝吕 三等奖

18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佛大寒招宣传队吴川

小分队
覃晓彬 三等奖

19 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 光中小分队 陈栩铃 三等奖

2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广州市第一百一十三

中学寒假招生队
杨辉 三等奖

21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加油加油 何玉儿 三等奖

22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来这很队 林冠业 三等奖

23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南一寒招队 关皓钧 三等奖

2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佛大超级好队 罗振东 三等奖

2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佛山小分队 伍右丞 三等奖

2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佛大青年爱佛大队 商航 三等奖

27 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 含本量 99%队 周茵然 三等奖

28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佛大返乡队 陈杰 三等奖

29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宣传大使你我他（贵州

省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寒招队

柴爽 三等奖

30 医学院 佛科宣传小队 曾秋燕 三等奖

31 医学院 干什么都队 李佳盈 三等奖

32 经济管理学院 佛大潮人队 王冬萍 三等奖

33 经济管理学院 BZH 吴炫城 三等奖

34 经济管理学院 南实寒招队 胡俊业 三等奖

35 经济管理学院 南实学子队 翁煜林 三等奖



序号 负责学院 队伍名称 队长 奖项

36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石膏小分队 成炜璇 优秀奖

37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三中宣传小队 张筱悠 优秀奖

38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阳光小队 郑贵珠 优秀奖

3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科”联心队 梁展铿 优秀奖

4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佛科院冲冲冲 黄慧玲 优秀奖

4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发际线和我作队 江远圻 优秀奖

4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佛台青年队 李深汶 优秀奖

43 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 茂名田中寒招小分队 曾凌军 优秀奖

44 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 寒招小分队 杨韵琪 优秀奖

45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菠萝战队 周雅华 优秀奖

46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巢湖市第二中学寒招

队
迟博文 优秀奖

47 医学院 一人成对 游金亮 优秀奖

48 医学院 啊对对队 张浩琦 优秀奖

49 医学院 筑梦佛科队 黄盈 优秀奖

50 人文与教育学院 佛大汕尾宣传队 林昱衡 优秀奖

51 经济管理学院 六都小分队 黄嘉容 优秀奖

52 经济管理学院 佛大和你有个约会队 翁露溶 优秀奖

53 经济管理学院 金中寒招小分队 陈圯臻 优秀奖

54 经济管理学院 未来可期队 杨润锋 优秀奖

55 经济管理学院 全理寒招大游轮 沈奕楠 优秀奖



2023 年寒假招生宣传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

序号 负责学院 姓名 班级

1 粤台人工智能学院 罗景之 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班

2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叶楷 2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班

3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李凯宏 2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班

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梁舒婷 20 网络工程 1班

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灿伟 21 网络工程 1班

6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王学耕 2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1班

7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林仁华 21 物理学 1班

8 材料科学与氢能学院 徐址云 20 材料化学 3

9 工业设计与陶瓷艺术学院 丁诗文 22 工业设计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柳红 21 园艺 1班

11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俊元 22 动物医学 2班

1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梁晓彤 21 环境科学 1班

13 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 刘志涛 21 土木工程 1班

14 医学院 谢叶丹 21 护理学 2班

15 医学院 曾秋燕 22 国贸 2

16 人文与教育学院 周兰芳 20 学前教育（师范）1班

17 经济管理学院 陈越瑜 人力资源管理 1班

18 经济管理学院 罗涵 22 金融学 2班

19 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 梁慧仪 22 法学 1班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奕彤 2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1班

（备注：按官网学院名称排序）



公示时间：2023 年 3 月 17 日——2023 年 3 月 21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反映：

招生办公室：0757-8398984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

2023 年 3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