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系学生党支部2021年3月拟发展预备党员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班级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任职情况 其他获奖及考证情况 备注
奖学金奖学金奖学金奖学金

1 18会计6班 冯秋雪 女 1999年10月 汉族 安徽马鞍山 学习委员 优秀班干

2 18会计8班 王晨露 女 2000年5月 汉族 安徽砀山 二等 一等 二等 组织委员
18-19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19-20学年国家励志奖学

金

3 18会计10班 程莺 女 1999年4月 汉族 安徽休宁 二等 助理会计师资格证

4 18会计11班 胡龙龙 男 2000年5月 汉族 安徽临泉 二等 一等 班长兼学委
优秀标兵、优秀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个人积极分
子、安徽省财税技能大赛一等奖、ERP校级比赛二等

奖

5 18信会2班 沈敏南 男 1999年7月 汉族 安徽宿松 三等 班长 优秀班干、计算机一级证书、疫情期间优秀志愿者证

6 18会计4班 陈思语 女 1999年12月 汉族
黑龙江齐齐

哈尔
二等 二等

团总支学生会
执行主席

初级会计资格证书、2019-2020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普通话二级甲等

7 18会计3班 徐圣喆 男 1998年12月 汉族 安徽淮北 二等
会计系团总支
学生会副主席

8 18会计6班 张行 男 1998年10月 汉族 安徽淮南
班长，团支
书，学生会体

育部部长
优秀团干

9 18会计1班 刘立秀 女 1999年9月 汉族 安徽霍邱 三等 二等 二等
院ERP协会会

长

初级会计技术专业证书、2018年企业资源管理比赛一
等奖、2018年会计知识竞赛三等奖、“优秀团干”“
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习（创新）积极
分子”、2019年“精英杯”企业经营分析与决策大赛
三等奖、第四届（2019）全国工商企业管理技能大赛
三等奖、2020年“战疫情”企业经营分析与决策技能
大赛三等奖、2020年约创苏皖高校争霸赛二等奖、

2020年“精英杯”企业经营分析与决策技能大赛二等
奖、2020年安徽省大学生企业管理技能大赛一等奖、
2020年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ERP管理大赛二等奖、

“十佳大学生”

10 18会计2班 钱照艳 女 2000年1月 汉族 安徽泾县 三等 二等 二等 二等 学习委员 英语四级、院三好学生、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11 18会计3班 应周霓 女 2000年7月 汉族 浙江仙居 三等 二等 三等
任班级学习委
员和团支书

“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财会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
初级会计证

12 18会计4班 金刘 男 2000年8月 汉族 安徽青阳 三等
班长 生活委
员宣传委员  

优秀班干两次、三好学生

13 18会计7班 张梦茹 女 1999年10月 汉族 安徽颍上 三等 团支书
普通话二乙、计算机一级、优秀志愿者、优秀班干、

优秀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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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8会计10班 郭玲琳 女 2000年12月 汉族 安徽合肥 三等 生活委员 计算机一级

15 18会计11 刘鹏程 男 1999年10月 汉族 安徽蒙城 法律联络员 全国工商企业管理技能大赛三等奖

16 18信会1班 张辉 男 2000年12月 汉族 安徽六安 一等 一等 班长兼团支书

军训优秀学员、校园文明创建积极分子、优秀班干、
优秀团干、“国元证券杯”省赛二等奖、校内会计技
能大赛点钞三等奖、知识竞赛一等奖、“最美校园”

摄影大赛二等奖、计算机一级证书

17 18财管1班 曹浩楠 男 2000年9月 汉族 安徽蒙城 二等 三等

18 18财管2班 惠雪晴 女 2000年9月 汉族 安徽濉溪 二等 三等 三等 学习委员 励志奖学金两次、普通话证书、计算机一级

19 18资评班 李玉情 女 1999年1月 汉族 安徽蒙城 三奖 三奖 二等 宣传委员
2019年“国元证券杯”获得股票虚拟仿真交易二等

奖，金融投资策略三等奖

20 18资评班 何奥 男 2000年6月 汉族 安徽枞阳 班长

2019年国元证券杯安徽省大学生金融投资大赛二等
奖，英语A级，英语4级，科研讯飞英语口语比赛二等
奖，2019年获系优秀学干，2020获系优秀学干，优秀

团员

21 18会计4班 计天冉 男 1999年4月 汉族 安徽蚌埠 三等 三等
社团联合大会

副主席
英语A级，计算机一级，优秀团干，2018年会计协会

会计技能大赛一等奖

22 19财管1班 杜开云 女 2000年12月 汉族 安徽明光 三等 三等 二等 学习委员
英语A级、计算机一级、会计协会点钞比赛三等奖、

省级财税大赛二等奖、优秀班干

23 19财管1班 胡经邦 男 2000年11月 汉族 浙江宁海 团支书
英语B级、计算机一级、省级财税大赛二等奖、优秀

团干

24 19会计1班 林宇婷 女 2001年1月 汉族 安徽颍上  
担任班级团支

书
英语A级，计算机一级，1+x数字化管理会计证书

25 19会计1班 方珂 女 2001年8月 汉族 安徽阜阳 计算机一级，1+x大数据财务分析证书，普通话二甲

26 19会计2班 李宁 男 2000年10月 汉族 安徽宿州 体育委员
安徽省财税技能大赛（技能赛）一等奖、安徽省财税
技能大赛（案例赛）三等奖、初级会计证书、财税技

能大赛二等奖

27 19会计3班 李玉晗 女 2001年8月 汉族 安徽含山 二等 班长

28 19会计3 陈俊辉 男 1997年3月 汉族 安徽怀远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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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会计4 吴怡 男 2000年7月 汉族 安徽颍上 无 一等 班长
安徽省大学生财税技能大赛案例赛(高职组)一等奖

大数据财务分析初级证书

30 19会计4 张津晨 男 2001年2月 汉族 安徽界首 二等 二等 团支书 初级会计证书，英语B级证书

31 19会计5 杜梦石 女 2001年7月 汉族 安徽长丰 二等 三等 学习委员
2019年全国工商企业管理技能大赛一等奖、工商企业
管理技能大赛校赛一等奖、2020年安徽省大学生企业

管理技能大赛一等奖
2.47E+09

32 19会计5班  李睿 女 2000年4月 汉族 安徽桐城 一等 一等
班长、院会计

协会会长

英语A 级、2019会计技能竞赛周小键盘二等奖  、商
道校赛三等奖、科云比赛省赛一等奖、科云国赛三等

奖

3.36E+09

33 19会计5班 谭宇桐 女 2000年12月 汉族 四川安岳 心理委员 2.3E+09

34 19会计6 乔春旭 女 2001年2月 汉族 吉林长岭 二等 三等
班长、院ERP
协会会长

英语B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ERP管理大赛一等奖、
2020管理决策大赛安徽省省赛三等奖、2019会计技能

竞赛周小键盘二等奖等奖、ERP校赛三等奖

35 19会计6 苏巧 女 1999年12月 汉族 安徽东至 三等 三等
校赛三等奖，省赛一等奖，国赛三等奖，1+x业财一

体化 英语B级

36 19会计6 张健辉 男 2001年7月 汉族 浙江天台

19会计6班团
支书 院武术
协会风逸棍社
社长兼后勤部

部长

英语a级 2019会计技能竞赛周小键盘三等奖、ERP校
赛三等奖 国赛三等奖

37 19会计9 周晶晶 女 2000年11月 汉族 安徽无为 三等 二等 团支书

38 19会计9 代思琪 女 2000年4月 汉族 安徽宿州 学习委员 英语A级证书

39 19会计9 王慧敏 女 2000年4月 汉族 安徽凤阳 三等 一等 组织委员

40 19会计10班 陈丹丹 女 2001年7月 汉族 安徽淮南 二等 一等 团支书

41 19会计10班 方婧婧 女 2001年4月 汉族 安徽芜湖 三等

42 19税务班 吴加乐 男 2001年2月 汉族 安徽无为 班长 校内英语演讲比赛优秀奖，英语A级证书

43 19税务班 苏园园 女 2001年4月 汉族 安徽芜湖 一等 学习委员 英语A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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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9信会 吴娇 女 2000年10月 汉族 安徽太湖 三等
院会计协会学

习部部长
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校级英语知识竞赛

三等奖，英语四级

45 19信会 梁威龙 男 2000年11月 汉族 安徽合肥 一等

46 19信会 张佳佳 女 2001年2月 汉族 江苏苏州 一等 二等 英语B级

47 19资评班 薛正宇 男 2000年3月 汉族 安徽淮南 三等 一等
班长兼团支部

副书记
英语B级证书，计算机一级证书

48 19资评班 程梦丽 女 1999年6月 汉族 安徽涡阳 团支书

49 19资评 徐晶彤 女 2000年11月 汉族 安徽合肥 二等 三等 无 英语B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