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商务学院2016-2019级各班班级信息
班级 班级人数 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 辅导员姓名 联系方式

16级青峰一班 24

班长 冯  沛 18437919166

张富 17335777930
团支书 石晨星 13598658716

纪律委员 张璐清 18438592015

学习委员 黄天娇 17796756380

16级青峰二班 24

班长 张乐乐 18437930639

钱少单 15290598178团支书 刘帅娜 18438593020

学习委员 周利芬 18437930652

16级青峰三班 28

班长 马梦晓 17772164197

赵元昊 18338887690

团支书 王艳娇 15090058309

纪律委员 薛俊俊 15138193221

学习委员 岳璐璐 18839328498

16级跨境电商班 40

班长 徐  颖 18437917599

团支书 郭盈盈 17737463250

纪律委员 王佳男 17796758230

学习委员 卫子涵 18438591317

生活委员 彭  凤 17796743260

16级移动开发班 44

班长 闫阳阳 15138095569

团支书 阮雨萱 18438666607

纪律委员 张 艳 13592380517

16级儒墨科技班 18

班长 张彦涛 17772162326

团支书 邢梦真 17395912657

学习委员 刘  雪 15093236430

17级本科一班 49

班长 闵建垚 18438586287

林雅菲 18811178376

团支书 凌  攀 15036657693

纪律委员 李龙奇 18738142016

学习委员 李瑶瑶 15038512224

生活委员 赵宁娜 17719825340

17级本科二班 48

班长 赵文博 17839158258

团支书 徐佳炫 18909565668

纪律委员 周倩倩 17739096047

学习委员 牛丹丹 17303882554

生活委员 王  娜 17337970993

17级本科三班 46

班长 吴  昊 17630905365

团支书 刘明慧 18438595270

纪律委员 孙  萌 17629754049

学习委员 马  霜 17739041371

生活委员 刘慧玲 13140658166

17级中外一班 44

班长 朱昶达 18339527566

团支书 石肖楠 13203975277

纪律委员 李朋博 13629872755

学习委员 沈书锋 18338640909

生活委员 王  琰 18839390958



17级中外二班 44

班长 闫嘉良 15538995715

林雅菲 18811178376

团支书 李  杰 17796735119

纪律委员 杨  晨 17739042523

学习委员 郑宣宣 18438585998

生活委员 刘宁宁 17839410887

17级专科一班 40

班长 陈佳乐 17737948065

团支书 于琼 18303959961

纪律委员 张  宠 17634721758

学习委员 张  捷 17796746956

生活委员 刘高俊 18538308086

17级专科二班 43

班长 付嘉丽 15839264661

张琼 15225529993

团支书 薛兴格 18137703182

纪律委员 杨  琪 15938192067

学习委员 贾智杰 18135665666

生活委员 李  文 18238740263

17级专科三班 42

班长 蒋成辉 13938247727

团支书 袁晓丽 18438585616

纪律委员 王  存 18338267525

学习委员 蒋宁怡 15038886446

生活委员 韩琳法 18336491322

17级专科四班 42

班长 郭香帅 15716526989

团支书 范凯丽 17396354693

纪律委员 董利萍 18336786226

学习委员 王  丛 17796759065

生活委员 王  翠 17796752575

17级专科五班 41

班长 李帅涛 15090487273

饶崇渊 13940048763

团支书 时运启 18037002359

纪律委员 孙塞雅 13639620857

学习委员 王雯昉 18438596376

生活委员 吴贝珍 15194520462

18级本科一班 45

班长 李小龙 13107506643

团支书 何玢璇 19943090686

纪律委员 朱  占 15544446476

学习委员 陈  思 18839899732

生活委员 段  苒 18209689662

18级本科二班 39

班长 杨昊鹏 17634757732

团支书 夏素柯 13460519539

纪律委员 王志昊 17335970315

学习委员 朱媛媛 18272652631

生活委员 苏  惠 15137090878

18级本科三班 52

班长 杨赛德 13644866783

团支书 顾书婷 15893687713

纪律委员 霍  凯 15993668454

学习委员 相晓龙 15039555177

生活委员 杜红茹 13271375860



18级中外一班 43

班长 沈帅康 13592049804

饶崇渊 13940048763

团支书 王雅娴 17613657228

纪律委员 宣  坤 15839726717

学习委员 张静静 13525460763

生活委员 邢晓雪 17539319889

18级中外二班 44

班长 石旭祎 18838880699

团支书 刘艺薇 13938848240

纪律委员 乔钲淳 13137859666

学习委员 张新雨 15039051979

生活委员 田  珂 13137963290

19级本科一班 51

班长 常  浩 1791807122

张富 17335777930

团支书 蒋婷艳 17777313046

纪律委员 张萌萌 18530076974

学习委员 秦冬格 15638210291

生活委员 胡  婷 17828586504

19级本科二班 50

班长 张信哲 15617371319

团支书 胡静雯 15036991060

纪律委员 李晴宇 18272568523

学习委员 邢佳慧 18639087636

生活委员 赵梦丹 18937555296

19级本科三班 49

班长 孙严骁 15518362639

团支书 张一帆 13709780761

纪律委员 李嘉楠 18738178239

学习委员 何荧涵 18738178239

生活委员 申梦然 18336066311

19级中外一班 49

班长 焦昱博 18039969523

团支书 景晨阳 17624562726

纪律委员 宋玥瑶 17624562726

学习委员 李新幸子 18568238986

生活委员 弓子涵 13903935922

19级中外二班 48

班长 胡  涛 18103902589

团支书 张  冕 17613828313

纪律委员 彭  鹤 18736827814

学习委员 李梦馨 19939335831

生活委员 杨柠毓 15993682869

16级物流管理班 47

班长 张力伟 18338003247 钱少单 15290598178

团支书 海玉格 18438590915

纪律委员 李青原 13903858712

学习委员 叶傅丽 18438631893

文艺委员 何富康 17796742874

17级物流管理班 52

班长 高  源 15239593246

团支书 吴天娇 17737734939

纪律委员 吴  豪 18437930025

学习委员 金盈满 17639838256

生活委员 吕笑林 15036309118



18级物流管理班 41

班长 程  前 17335972636

钱少单 15290598178

团支书 何窈嘉 18736420835

纪律委员 孙家琨 18339936465

学习委员 马晓倩 15237333625

生活委员 张笑笑 18317551874

19级物流管理班 54

班长 李梦翔 13683875225

团支书 徐亚宁 13683875225

纪律委员 陈  笑 13262129985

学习委员 侯明鑫 15083139322

生活委员 董泽坤 19937265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