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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团联发〔2020〕21号

关于公布 2019年度江苏大学星级学生社团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学生社团联合会、学生社团：

为进一步巩固“一心双环”团学组织格局，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表彰在活跃校园学术氛围、丰富校园文化、促进校园精神文

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社团，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9年度江

苏大学星级学生社团评选活动。根据《江苏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条

例（2019年修订）》规定，经日常考核和现场答辩，评选出京口

汉风汉服社等 10个江苏大学十佳学生社团、红帆文学社等 21个
江苏大学五星级学生社团、心理委员联合会等 24个江苏大学四星

级学生社团、百草社等 43个江苏大学三星级学生社团、定向越野

协会等 14个江苏大学二星级学生社团、国术社等 4个江苏大学一

星级学生社团、以及江苏大学新星学生社团 6个、需整改社团 2
个、注销社团 1个。经公示无异议，现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2019年度江苏大学学生星级社团评选结果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江苏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

2020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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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年度江苏大学星级学生社团评选结果

序号 社团名称 社团类别 挂靠单位 评定结果

1 京口汉风汉服社 人文类 外国语学院 十佳

2 晓言相声小品俱乐部 文艺类 能动学院 十佳

3 环保协会 社服类 环安学院 十佳

4 急救协会 社服类 医学院 十佳

5 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研习会 人文类 校团委 十佳

6 予爱协会 社服类 校社联 十佳

7 515街舞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十佳

8 流行音乐社 文艺类 校社联 十佳

9 旱冰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十佳

10 土木研究协会 科创类 土力学院 十佳

11 红帆文学社 人文类 文学院 五星

12 国旗护卫队 社服类 安全保卫处 五星

13 格桑花协会 社服类 外国语学院 五星

14 跆拳道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五星

15 “早安镇江”公益团队 社服类 汽车学院 五星

16 伯藜学社 社服类 学工处 五星

17 梦溪诗社 人文类 外国语学院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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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眼睛公益团队 社服类 机械学院 五星

19 乒乓球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五星

20 英语协会 人文类 外国语学院 五星

21 丝竹苑 文艺类 校社联 五星

22 演讲协会 人文类 法学院 五星

23 读者协会 人文类 图书馆 五星

24 玄唐动漫社 文艺类 艺术学院 五星

25 魔方社 文艺类 校社联 五星

26 羽毛球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五星

27 JSD曳步舞协会 文艺类 校社联 五星

28 武术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五星

29 DA推理协会 科创类 财经学院 五星

30 自行车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五星

31 创业模拟俱乐部 科创类 管理学院 五星

32 心理委员联合会 社服类 学工处 四星

33 师范学社 人文类 教师教育学院 四星

34 1+0健康促进协会 社服类 医学院 四星

35 心语社 社服类 校社联 四星

36 养生协会 社服类 医学院 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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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飞聆吉他社 文艺类 校社联 四星

38 浮玉印社 文艺类 艺术学院 四星

39 红色文化研究协会 人文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星

40 双节棍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四星

41 轮滑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四星

42 医教公益团队 社服类 财经学院 四星

43 金融投资协会 社服类 财经学院 四星

44 溪韵舞协 文艺类 校社联 四星

45 爱暖西吉公益团队 社服类 能动学院 四星

46 创新电子协会 科创类 电气学院 四星

47 致远合唱团 文艺类 土力学院 四星

48 学术笔记协会 社服类 土力学院 四星

49 散打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四星

50 国学社 人文类 理学院 四星

51 心理学会 人文类 学工处 四星

52 儒学社 人文类 文学院 四星

53 排球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四星

54 足球社 体育类 环安学院 四星

55 发明创造协会 科创类 土力学院 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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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草社 社服类 药学院 三星

57 饮食文化俱乐部 人文类 食品学院 三星

58 魔术协会 文艺类 财经学院 三星

59 桑梓心公益团队 社服类 化工学院 三星

60 信息素养协会 人文类 图书馆 三星

61 粤语协会 文艺类 药学院 三星

62 普医之家 社服类 医学院 三星

63 薪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会 人文类 法学院 三星

64 九州朗诵协会 人文类 文学院 三星

65 电声乐队 文艺类 校社联 三星

66 E.R.Acosplay社 文艺类 管理学院 三星

67 谦语千辩协会 人文类 管理学院 三星

68 星相棋社 体育类 财经学院 三星

69 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人文类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三星

70 安全协会 社服类 环安学院 三星

71 法学俱乐部 人文类 法学院 三星

72 向阳花公益团队 社服类 材料学院 三星

73 网球协会 体育类 校社联 三星

74 游泳协会 体育类 化工学院 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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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邵仲义志愿服务队 社服类 机械学院 三星

76 零点科技俱乐部 科创类 化工学院 三星

77 手创协会 文艺类 财经学院 三星

78 理学社 人文类 校社联 三星

79 青音社 人文类 材料学院 三星

80 咖啡社 人文类 校社联 三星

81 DIY烘焙社 人文类 食品学院 三星

82 动物管理协会 社服类 食品学院 三星

83 大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 人文类 公寓服务中心 三星

84 计算机协会 科创类 校社联 三星

85 Me-dancers协会 文艺类 机械学院 三星

86 无稽红学社 人文类 文学院 三星

87 微电影协会 文艺类 计算机学院 三星

88 咏絮诗社 人文类 文学院 三星

89 萤火虫公益团队 社服类 材料学院 三星

90 弹指间网络安全协会 科创类 计算机学院 三星

91 李小龙截拳道协会 体育类 计算机学院 三星

92 摄影部落 文艺类 医学院 三星

93 江潮时政研学社 人文类 校社联 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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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模拟联合国协会 人文类 外国语学院 三星

95 数学建模协会 科创类 校社联 三星

96 爱创创业协会 科创类 能动学院 三星

97 创梦空间实践社 科创类 食品学院 三星

98 skate&skill滑板社 体育类 校社联 三星

99 定向越野协会 体育类 管理学院 二星

100 邵仲义支教团队 社服类 外国语学院 二星

101 荧光公益团队 社服类 食品学院 二星

102 惊蛰辩论社 人文类 文学院 二星

103 雅福学社 人文类 语言文化中心 二星

104 创业联盟 社服类 校社联 二星

105 博雅陶笛社 文艺类 校社联 二星

106 18度灰摄影 文艺类 管理学院 二星

107 在路上摄影协会 文艺类 电气学院 二星

108 书法协会 文艺类 校社联 二星

109 牵手走世界协会 社服类 海外教育学院 二星

110 北极星公益团队 社服类 材料学院 二星

111 绿色自行车协会 体育类 医学院 二星

112 精诚印社 文艺类 医学院 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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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国术社 体育类 能动学院 一星

114 健身协会 体育类 材料学院 一星

115 江大 B-box协会 文艺类 医学院 一星

116 VR爱好者社团 科创类 电气学院 一星

117 翰墨社 人文类 文学院 新星

118 不关灯诗社 人文类 计算机学院 新星

119 清风廉学社 人文类 电气学院 新星

120 舞龙舞狮社 体育类 体育部 新星

121 UJS原创音乐社 文艺类 电气学院 新星

122 后勤事务学生助理团 社服类 后勤管理处 新星

123 职业发展与就业协会 社服类 学工处 整改

124 律动和弦吉他社 文艺类 校社联 整改

125 留学与对外友好交流协会 社服类 外国语学院 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