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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 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

团员冶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的决定

2014 年以来, 全国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共青团

工作的重要指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团十七大作出的工作部署, 紧扣时代主题, 牢记根本任务,

推进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涌现出一大

批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 激励广大团员、 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更加奋发

有为、 再创佳绩, 共青团中央决定, 授予邵博韬等 197 名同志

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称号, 授予陈皞等 138 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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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称号, 授予北京市朝阳区朝

外街道团工委等 399 个基层团组织 2014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 (团支部)冶 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团员、 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珍惜荣誉, 再接

再厉, 勇创一流, 不断取得新业绩。 希望全国广大团员青年、 团

干部和基层团组织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组织为榜样, 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进取、 锐意创新、 奋发有为,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

目标、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 1. 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名单

2. 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名单

3. 2014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名单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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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冶 名单

(共 197 名)

邵博韬 (女)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

孙摇 想 (女)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二 7 班学生

安摇 辰 (女) 北京市西城区悦群社会工作事务所项目主管

张宏博 (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护士

王摇 玮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制造厂铣工

贾亦凡 (女) 天津市第四中学高二 9 班学生

梅鑫洋 (女) 河北省衡水中学文科实验 530 班学生

张珊珊 (女) 中国移动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服务主管

白海涛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华北电力有限公司滦河发

电厂锅炉分场转机班技术员

李泽婷 (女)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护士

郝摇 爽 团河北省廊坊市委学少部工作人员、 河北青

基会志愿者

王摇 健 河北省邢台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学生

籍秋枫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大

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化学点检员

王向明 (女) 河北省唐县第一中学高三 5 班学生

—3—



焦路路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东峰煤矿开

拓一队班组长

赵摇 芳 (女) 山西省大同市市政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办公室

副主任

李振卓 (女)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高二 3 班

学生

徐阳婷 (女) 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第三中学初三 15 班

学生

陈志明 (蒙古族)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专

业文理综合班学生

田俊杰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

谢桂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

司辽河石油报社记者

赵毓伟 鞍钢集团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

司热轧部调度员

宋增人 大连交通大学电气信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学生

周子博 武警吉林省公安消防总队通化市支队新岭路

中队班长

杨铭伟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金祥乡铁子农副产品购

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龙摇 芸 (女) 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 114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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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天 黑龙江工程学院 20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2 班学生

任国旭 中国大唐集团鸡西第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能

耗管理部集控副值班员

陈摇 余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

任公司核电设备分厂低加工段低压加热器四

班班长

扈晓静

(女, 回族)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血透室护士

李振东 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工程服务部商务管理

科室主任

汪思亦 (女)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公益事业促进会会长

郑摇 斐 江苏省常州外国语学校九年级 7 班学生

嘎玛白姆

(女, 藏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

阮泽来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警务技战术系特警 1201

区队学生

凌摇 圆 (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1 级英语

1 班学生

黄摇 岳 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 11 级物流管理班学生

柏书仙 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二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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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摇 东 江苏省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工基础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矿机分厂装配钳工

梁晟杰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配电

运检室配电运检工

梅淑昕 (女) 江苏省江阴初级中学初三 6 班学生

宁摇 丹 (女) 南京理工大学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环境工程

专业学生

乔摇 东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矿井建设 12-3 班学生

汪摇 翔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教育

(师范) 专业 2011 级 3 班学生

李圭昊 浙江省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高

级技术员

包孟娜 (女) 浙江省舟山市彩虹堂特殊儿童关爱中心创办人

胡雪林 温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制造业信息化技术专

业研究生

刘摇 亮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网络警察大

队科员

杨天昊 浙江省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学生

陈一鸣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2017 届 17 班学生

宋雨润 (女) 浙江省金华第一中学高二 16 班学生

刘永鑫 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烈山分局海孜派出所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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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冬华 安徽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工程地质勘查院测绘

分院测绘技术员

张玉杰 武警安徽省公安消防总队芜湖市支队金马门

中队战士

戴摇 忠 安徽省定远县第二中学高三 20 班学生

索凌峰 安徽建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

胡达凤 (女) 安徽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国管理处

歙县东所代理核销员

肖仁丽 (女) 安徽省石台县横渡镇民政事务所民政助理员

刘观圣 安徽省安庆市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制造分公司焊工

卞摇 鹏 安徽省寿县一中高二 21 班学生

曾达铭 中国移动福建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社区经理

范成炜 武警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周宁县大队狮城中

队战士

黄一璐

(女, 壮族)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2012 级网

络工程专业学生

陈摇 钻 (女) 福建省龙岩市龙岩行政服务中心国税窗口协

税员

游摇 霄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福建分公司福建华电永安

发电有限公司维修部电气专业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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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摇 勇 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建瓯市供电有

限公司运维检修部电网建设班班长

袁摇 奇 江西省都昌县青年创业协会秘书长

余摇 冲 团江西省高安市委工作人员、 西部计划志愿者

曾菲菲 (女) 江西省峡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3 级计

算机 2 班学生

杨摇 俊 南昌铁路局南昌南车辆段货车检车员

张游龙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1 级营销

1 班学生

张立威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船舶工程学院 2012 级空

调 01 班学生

孔海涛 山东省济南市杂技团演员

张明月 (女) 山东省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聋部中专一年级

学生

袁摇 权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龙潭家农场场长

韩摇 克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蟠龙梆子剧团团长

张摇 嵩 山东省阳信县职业中专教师

魏摇 硕 山东省郓城县唐塔街道党政办公室科员

刘馨遥 (满族) 济南铁路局青岛动车段青岛动车所助理工程师

陈乐乐 (女) 山东省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沧巴士

分公司 109 路队 106 路线乘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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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存青 (女) 山东省东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科员

王国英 (女) 山东省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二号工厂工人

张摇 瑞 山东省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3 级

秋季电大 3 班学生

田摇 野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十七中学高三 7 班学生

李摇 行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 2011 级学生

拜摇 林 (回族) 国家电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乡供电公司营销

部专责

于诗萌

(女, 蒙古族)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

队户政大队科员

王三红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 313 工程队工人

李摇 昂 团河南省许昌县委工作人员、 西部计划志愿者

刘泽康 河南省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 3 班学生

左媛媛 (女) 河南省息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师

李摇 琳 (女) 河南省长垣县第一中学 2012 级 36 班学生

许梦娇 (女) 河南省焦作市龙翔学校八年级 2 班学生

郭文生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卷烟厂技工

陈晓寒 河南省兰考县第一高级中学高三 2 班学生

苗摇 懿 (女)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三 3 班学生

裴嘉伟 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初三 7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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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深贝 (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建港社区青少年

事务社工

蒋家明 湖北省十堰市电商协会副会长

周摇 超 (土家族) 湖北省建始县官店镇车营村党支部书记、 村

委会主任

贺摇 根 湖北省罗田县民生养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曹萍萍 (女) 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

朱晓露 (女)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东城街东门社区网格员

沈永强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中学教师摇

骆群曙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2012 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10 班

学生

黄钰涵 (女) 湖北省老河口市第一中学高三 16 班学生

张摇 黎 (女) 湖北省京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财会专业

三 6班学生

汤摇 昭 (女) 湖南省浏阳市奥地瑞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

钟快乐 (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手术

室科员

刘军风 湖南省邵阳市义工联合会会长

石维迪 (侗族)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1205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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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洁 (女) 湖南省娄底市工贸职业中专学校幼师专业

309 班学生

冼星文 广东省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

喻晓梦

(女, 满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市

场商务部业务经理

欧效智 广东省河源市阳光义工服务队外联部副部长

廖摇 曦 (女) 广东省大埔县青少年文化宫主任

沙丽佳

(女, 回族)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组织人事办公室科员

李宏进 武警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江门市支队开平中

队火场文书

刘浩生 武警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茂名市支队茂港中

队司务长

张俊杰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酒店服务与管理专

业学生

杜金淼 (女) 广东省罗定市罗定实验中学高三 6 班学生

张摇 森 广州工商学院美术设计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2 班学生

李陈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石龙镇党政办公室科员

陈金兰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岑溪中学 1402 班学生

陈春林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高级中学 1426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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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教育局资助

办干事、 西部计划志愿者

钟日娟 (女)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药学系 2013 级药学

1 班学生

郭晓非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南坡腕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

黄帆帆

(女, 黎族)

海南省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行

政人力资源主管

白旭彬 重庆精一民族小学校体育教师

孙林凯 重庆市南岸区城南家园市民学校专职志愿者

李摇 程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渝北新华书店教材科

主办

马秋霞 (女)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四川维尼纶厂分检车

间高级工

赵摇 伟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人文艺术系

2012 级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

谭媛元 (女) 重庆市巴蜀中学高 2017 级 6 班学生

吴摇 豪 (女) 重庆市开县丰乐中学高 2016 级 6 班学生

黄摇 真 (女) 四川省蒲江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阳宗灏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高 2013 级

5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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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摇 萍 (女) 四川省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艺术师范部

2013 级学前教育 8 班学生

牟摇 飞 四川省古蔺县护家乡工作人员、 西部计划志

愿者

王摇 翔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设计师

陈行行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高

级技师

孟摇 祥 (藏族)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学系法律事务专业

学生

梁桄玮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强度传动试验研究室助理工程师

扎西机

(女, 藏族)

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监察室副主任

杨晓霞 (女) 四川省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13 会计

9 班学生

阿木曲热 (彝族) 团四川省甘洛县委工作人员、 西部计划志愿者

张舒凤

(女, 藏族)

四川省巴塘县中咱乡人民政府科员

王摇 鑫 四川省乐至县帅乡 “萤火虫冶 返乡大学生

志愿协会创始人

黎兰阳 (女) 四川省洪雅县洪雅中学校高三 15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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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博林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嘉陵校区高 2013 级

22 班学生

陈摇 勇 武警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广安市支队华蓥市

大队通讯员兼文书

李应干 (苗族) 贵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 131 班学生

代鸿宇 贵州省遵义市第三中学高三 6 班学生

吴配勇 (侗族) 团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工作人员、 三支

一扶计划志愿者

王振兴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邮政公司信息技术

局管理员

杨双龙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山铝业有限公

司西畴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管

江摇 楠 (女)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旅游管理系 2011 级

旅游管理 1 班学生

张摇 晨 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2011 级艺术设计专

业学生

杨健翔 (佤族) 云南省保山市第八中学高三 1 班学生

陈摇 靖 楚雄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2011 级

物理 1 班学生

李曦悦 (女)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街道办事

处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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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摇 姆

(女, 藏族)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 6 班

学生

刘摇 凡 陕西省洛南县洛源镇惠民豆制品专业合作社

销售部经理

王艳菊 (女)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宝分公司杨

凌管理所杨凌西收费站票证员

陈亦新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方元华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白培芬 (女) 陕西省洋县志建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赵富升 甘肃省酒泉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宏

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工程部焊工

赵顺福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华藏寺村农民

王摇 超 兰州铁路局兰州电务段骆驼巷信号工区工长

石瑞雪

(女, 藏族)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学高三 1 班学生

田占龙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制一部溶铜

工段班长

才仁杨格吉布

(女, 蒙古族)

青海省都兰县香加乡艾力斯台村农民

蔡摇 婕 (女)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国际业务柜职员

成娟娟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 2012 级学前教育 4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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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摇 辉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14 级工艺美术方

向研究生

巴哈尔古丽·许库尔

(女, 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伊吾县苇子峡乡

中心村主任助理

阿迪莱·艾斯凯尔

(女, 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第一中学高三 1 班

学生

袁摇 越 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学员

大队学员 1 营 2 连学员

孙小婷 (女) 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学员十二队学员

陈文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617 部队 61 分队收信台

台长

刘加通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

学员1 旅 2 营 4 连学员

张二霞 (女) 北京铁路局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售票员

孙妲妮 (女) 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浦东运营部

旅客服务中心国际值机班主任

黄周明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高级助理

董摇 芳

(女, 蒙古族)

人民画报社采访中心记者

蔡摇 舰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研

究一处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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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摇 雨 (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澄迈县支行执

行业务经理

刘彦龙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二四建

设有限公司海阳核电项目部工人

杜永利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二四建

设有限公司海阳核电项目部工人

张永星 东风汽车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装配厂

调检一车间汽车调整工

杜摇 杰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龚电

检修项目部机械主管

郭志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市鼎源果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陶摇 康 重庆钢铁 (集团)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维检

部烧结站机械班长

陈嘉挺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港务集团集装箱服务分公

司维修工

张摇 健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助理经理

屈艾龙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党委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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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4 年度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名单

(共 138 人)

陈摇 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团委书记

石摇 柱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姜晓颖 (女)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委书记

郑摇 冲 (女)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团委书记

王摇 攀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团委书记

吕摇 静 (女) 天津大学团委书记

刘摇 洋 天津市南开区慧翔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团委书记

马摇 然 (女) 团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委书记

吴摇 磊 (满族) 团河北省滦平县委书记

张明莉 (女) 燕山大学团委书记

李国华 河北省吴桥县东宋门乡团委书记

高摇 梅 (女) 河北省辛集中学团委书记

王摇 栋 山西省山西建工集团总承包公司团委书记

谢任之 团山西省石楼县前山乡团委书记

白摇 云

(女, 蒙古族)

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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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黎明

(女, 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孟摇 萌 (满族)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团委书记

孙晓雷 (女) 鞍钢集团公司团委处长

李久余 团辽宁省北票市委书记

李摇 巍 团辽宁省盘锦市委组织部部长

任丽娜 (女) 团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委书记

王陈雷 团吉林省梅河口市委书记

庞长亮 吉林财经大学团委书记

李天涛 团黑龙江省望奎县委书记

何显贵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团委书记

于兴业 东北农业大学团委书记

梁摇 宇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团委干事

张摇 奕 (女) 上海报业集团团委书记

胡娴静 (女)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团工委书记

高摇 天 (女) 复旦大学团委书记

郁媛媛 (女) 上海航天局团委书记

王伟强 团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书记

张摇 燕 (女) 团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侍摇 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

李清湘 (女) 南通大学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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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摇 炜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中学 (集团) 北区校维

扬中学团委书记

吉俊峰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团委书记

王啸啸 (女) 团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书记

陈摇 英 (女)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团委书记

季湘荣 团浙江省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蔡丽青 (女) 浙江省嘉兴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陈海波 团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书记

王摇 旭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团委

书记

汪摇 键 (女)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李摇 静 (女)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姜摇 琦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团委书记

叶摇 勇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团工委书记

孙炳章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憨鼠网络团工委书记

林摇 雄 福建驻广东团工委书记

刘荣宗 福建省东山第二中学团委书记

涂怀猛 团江西省安义县委书记

赖华新 江西省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罗金平 江西省宜春中学团委书记

尹梅青 (女) 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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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摇 晓 山东省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团委副

书记

王摇 辉 (女) 团山东省潍坊市委办公室主任

丁摇 萌 (女)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副书记

姚摇 鹏 团山东省高唐县委书记

马晓琳 (女) 山东大学团委书记

冷摇 冰 山东航空集团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

术公司青岛维修基地团委书记

贺延潇 (女)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

梁摇 朗 河南工业大学团委书记

刘摇 枫 (女) 团河南省商丘市委办公室主任

吕摇 鹏 (女) 团河南省陕县委副书记

华摇 剑 团河南省郏县委书记

孙前进 河南驻湖北团工委书记

郭金玲 (女) 河南省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校团委副书记

陈摇 彬 东风汽车公司团委书记

吕摇 鹏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团工委副书记

胡摇 晶 团湖北省罗田县委书记

张清林 (女) 湖北省宜昌市财政局团委书记

程祝新 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团支部书记

曹摇 鑫 衡阳师范学院团委书记

郑海芳 (女) 湖南省邵阳市希望工程基金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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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赛芬 (女) 湖南省衡阳市第八中学团委书记

梁雄文 广东省广州市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

管耀华 团广东省深圳市委统战与联络部部长

尹摇 喜 广东海洋大学团委书记

杨志欣 (女)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

温祥彬 广州中医药大学团委书记

蔡志海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团委副书记

路其昌 广东肇庆中学团委书记

徐立鹏 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委书记

黄婉儒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秀峰分局团总

支书记

李宇杰 (女) 广西师范大学团委书记

王飞瑕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罗摇 典 (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

许昌斌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吉训循 (女) 海南省技师学院团委书记

张玉婵 (女) 团重庆市合川区委书记

田摇 军 团重庆市城口县委书记

杨摇 懿 重庆市司法局团委书记

邓安平 重庆邮电大学团委书记

王珊珊 (女)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张摇 军 电子科技大学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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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 (女) 团四川省大竹县委书记

杨永军 团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委书记

周摇 莉 (女) 团四川省高县委书记

张潇文 (女) 四川理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何晓燕

(女, 彝族)

团四川省攀枝花市委组织和统战联络部部长

康摇 强 四川省北川中学团委书记

王三刚 四川省档案学校团委书记

任摇 洁 (女) 贵州民族大学团委书记

张丽娜 (女)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团委书记

杨俊籍 (女)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李摇 青 (女)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团总支书记

赵摇 毅 团云南省镇雄县委副书记

贡嘎江才 (藏族) 西藏藏医学院团委书记

索朗卓嘎

(女, 藏族)

团西藏自治区曲松县委副书记

王宇楠 团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委书记

吴摇 戎 (女) 团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书记

周摇 远 西安交通大学团委书记

徐摇 辉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团委书记

胡摇 霞 (女) 甘肃省庆阳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团委副书记

李振奋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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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锋 团甘肃省临泽县委书记

马建英 青海省海北州第三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杨青婷 (女)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大众社区团工委副书记

徐摇 泓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团委书记

张海燕 (女)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夏尔哈·哈山

(哈萨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兰州湾镇团委副

书记

吴摇 靳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航空保障部门

2 中队团支部书记

周雅楠 (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213 部队 71 分队团支部

书记

尹延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 77105 部队团委副书记

彭摇 骁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221 部队 74 分队团支部

书记

周忠证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

挥部第一支队团委副书记

杨文轩 中国铁路总公司南宁铁路局团委书记

周摇 彦 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团委

书记

滕摇 勇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团委书记

连丹波 (女) 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团委书记

王摇 磊 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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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志远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团委书记

王摇 语 (满族)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耿摇 超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团委书记

朱秀霞 (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 (建工师) 兵

团建工集团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团委书记

孙摇 鹏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

罗摇 松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李佳谕

(女, 苗族)

湖南省湘潭国家高新区团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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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4 年度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冶 名单

(共 399 个)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街道团工委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北京科技大学团委

北京市第四中学团委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团支部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团总支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良泉水业有限公司团支部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地铁一号线安检项目团支部

北京市回龙观社区网团支部

北京市房山区房山职业学校青年教工团支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11 级第 15 班团支部

北京市第二中学高二 2 班团支部

天津港 (集团) 有限公司团委

天津市宁河县供销合作社团委

天津市蓟县渔阳中学团委

天津新港海关团委

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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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团支部

天津空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团总支

南开大学商学院本科生 2011 级国际会计班级团支部

天津市静海县地方税务局团支部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一中学团总支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团支部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团委

石家庄铁道大学团委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河北省唐山市第一中学团委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团支部

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高三 10 班团支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东苑街道尖岭小区社区团支部

河北省邯郸市职教中心学前教育 13 幼 1 班团支部

河北省宁晋县财政局团支部

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

河北省衡水泰华集团公司团支部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团总支

河北省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团支部

河北省开滦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唐山运

输部团支部

河北省昌黎县东硕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团支部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汾西矿业集团公司团委

山西省长治六中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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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团委

山西省太原市财贸学校会计专业 2012 级 2 班团支部

山西省大同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大同南收费站团支部

山西省洪洞县恒坤养牛专业合作社团支部

山西省和顺县城区机关团支部

中国兵器集团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精密机加分厂团支部

内蒙古师范大学锦山实验中学团委

内蒙古电力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电业局团委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街道团工委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街道办事处乌兰社区团

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图苏木呼伦嘎查团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医院内科团支部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自动化部团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第七中学九年级团总支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第一中学委员会高三 10 班团支部

辽宁省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团委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团委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银行团委

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团委

沈阳大学团委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团支部

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镇瓦子村团支部

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抚顺供电公司变电运检室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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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G12231 团支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道红巾社区团支部

辽宁省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机关团支部

辽宁省阜新市第九中学九年 1 班团支部

辽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团支部

吉林大学团委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吉林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团委

吉林省吉林市第九中学团委

吉林省东辽县金州乡团委

吉林省四平市聋哑学校团支部

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南关村团支部

吉林省蛟河市人民医院团支部

延边大学师范分院 10 级 1 班团支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松原分公司机关运维团支部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钻探工程公司团委

黑龙江科技大学团委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团委

国家电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黑河供电公司团委

黑龙江省大庆市直属机关团工委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长安小学团支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团支部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20110115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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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卫生学校学生团总支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三十一中学高二 17 班团支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上海机场 (集团) 有限公司团委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社区 (街道) 团工委

同济大学团委

上海市复旦中学团委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航空制造

技术研究所团支部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团总支

上海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团支部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学 121 班团支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机关团总支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研 1304 班团支部

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 13 室内设计 1 班团支部

上海市光明中学教工团支部

南京工业大学团委

江苏师范大学团委

江苏省淮安中学团委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团委

江苏省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团委

中国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研发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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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地方税务局团总支

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团支部

江苏省太仓市财政局团支部

江苏省南通市启秀中学教工团支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团支部

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心团支部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盐城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团支部

江苏省宝应县氾水庆丰收割机跨区作业专业合作社团支部

江苏省镇江实验学校初中部团总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团支部

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先锋社团支部

江苏大学予爱协会团支部

江苏省南京图书馆第一团支部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团总支

浙江大学团委

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团委

宁波工程学院团委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团委

浙江省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团委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团委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小营巷社区团支部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团总支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机电部团总支

浙江省义乌市恒信人才开发有限公司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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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白云街道白云社区团支部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峡川镇中心学校团支部

浙江财经大学成蹊苑 45 幢活动团支部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车身厂团支部

温州银行得胜管辖行团支部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融团支部

安徽中兴继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团委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团委

安徽师范大学团委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街道畅园社区团支部

安徽省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团支部

安徽泰昂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团支部

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团支部

安徽省芜湖双翼航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安徽省马鞍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团支部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高三 8 班团支部

福建省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团委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团委

福建省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团委

福建省尤溪县联合中学团支部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发社区团支部

福建省龙海市东园镇东宝村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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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2011 级会计学 3 班团支部

福建省武夷山市国家旅游度假区印象大红袍有限公司艺术团

第二支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福建省边防总队漳州市边防支队机动

中队团支部

福州外国语学校 2012 级高三 1 班团支部

武警江西省消防总队鹰潭市支队团委

中航工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江西省南昌市卫生学校团委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西省消防总队南昌市支队西湖区大

队八一中队团支部

江西省莲花县荷塘乡双岭村乔源苗木联合团支部

江西省井冈山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团支部

国家电网江西共青城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四大队地质环境院团支部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

团总支

江西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2013 级旅游班团支部

江西赣州技师学院商贸旅游系团总支

山东省潍坊市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山东省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团委

山东省日照市公路管理局团委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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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团委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团委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曲水亭社区团总支

山东省胶州市里岔镇大学生村官团支部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团

支部

山东省东营市城市管理局供气站团支部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黄海社区团总支

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宁汽车总站团总支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消防队团支部

山东省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机关团总支

山东省临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临沂客运总站团总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黄河钻井

总公司五公司 40577SL 钻井队团支部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炼铁厂机

动设备科电修站团支部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团支部

山东省青岛市技师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团总支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中心学校团总支

郑州铁路局团委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团委

安阳工学院团委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团委

河南省西峡县五里桥镇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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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外国语学校团委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新城办事处团委

河南省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团委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商务社区团支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团总支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

郑州市青春家园团支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延津分公司团支部

河南省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团总支

河南省兰考县民政局团支部

河南省邓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团支部

河南省团周口市委直属工委团支部

河南省焦作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团支部

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团支部

河南省禹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团支部

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高二 10 班团支部

河南省濮阳市高新区第四初级中学团支部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团委

华中科技大学团委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团委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团工委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中学团委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团支部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沈家营社区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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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仙桃市沙嘴办事处刘口社区团支部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血站团支部

湖北省随州市中心医院外科团支部

湖北三环成套贸易有限公司团支部

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初级中学团总支

湖北黄冈技师学院学生团总支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分团委

湖北省赤壁市 “赤壁热线冶 团支部

吉首大学团委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岳阳供电分公司团委

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团委

湖南省桃源县第九中学团委

湖南省怀化市纪委监察局团总支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咸嘉新村社区团支部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国家税务局团支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团总支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一中团总支

湖南省泸溪县潭溪镇中学团总支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街道团委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团委

华南师范大学团委

韶关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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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路 (集团) 公司广州动车段团委

广东省普宁市华美实验学校团委

广东省吴川市第二中学团委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团总支

广东省珠海市得理乐器 (珠海) 有限公司团总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潮阳分公司团支部

广东省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妇产科团支部

广东省紫金县好义镇鹿塘村团支部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演达纪念园团支部

广东省海丰县附城中学团总支

广东省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团总支

广东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

广东省清远市高级技工学校应用设计工程系团总支

广东省揭阳市孙淑强狮艺武术馆团总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大铲海关团总支

广东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团委

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第一中学团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古零初级中学团支部

中国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公司崇左供电局客户服务中

心团支部

右江民族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团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安平镇富宁村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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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卫生学校青年教工团支部

海南省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团委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团委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2011 级旅游管理文科实验班团支部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调解处理中心

团支部

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团委

西南大学团委

重庆北部新区团工委

重庆市长寿实验中学校团委

重庆市荣昌县职业教育中心团委

重庆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六支队团支部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鲤鱼池社区团支部

重庆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直属团总支

重庆科技馆团总支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团支部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初级中学校团支部

重庆市第八中学高 2016 级第 16 团支部

四川省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团委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遂宁供电公司团委

四川省成都八益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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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中学团委

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团委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白马村团支部

四川省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教工团支部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上马镇杉树湾生态禽业专业合作社团支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支行团

支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团支部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中医医院团支部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小学教育英语专业 12 级 13 班团支部

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四面山镇三江獭兔养殖协会团支部

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团支部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团支部

四川省南江县正直镇长滩社区团支部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检验部团总支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聚荣青年商会团支部

四川省小金县嘉绒助梦残疾人编织合作社团支部

四川省凉山州职业技术学校教工团支部

贵州燃气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贵州省六盘水市第八中学团委

贵州省天柱县返乡青年创业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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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 (集团) 有限

公司黎阳锻造叶片分厂团总支

成都铁路局贵阳车站客运车间团支部

贵州省独山县第一中学城关分校初三 3 班团支部

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 6 标项

目团支部

云南省威信县第一中学团委

云南省红河艺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团委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初级中学团支部

云南省元谋县元马镇星火村委会下雷窝村团支部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双版纳机场团总支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团总支

西藏自治区康马县南尼乡团委

西藏自治区邮政公司那曲地区分公司团支部

陕西师范大学团委

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团委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茵二研究所团委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西关街道西关社区团支部

陕西省汉中市万家隆商贸有限公司团支部

陕西省澄城县寺前中学学生会团总支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昌建筑设计研究所团支部

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团支部

西安科技大学能源学院安全工程 1101 团支部

陕西省清涧县清涧中学高 2016 届 4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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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金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甘肃省天水市卫生学校团委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团工委

西北师范大学 “ ‘爱·尚爷 微公益冶 实践项目孵化中心团支部

天水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

甘肃省成县大学生村官团支部

甘肃省白银市育才学校八年级 6 班团支部

甘肃省通渭县马营镇华川村团支部

青海师范大学团委

青海省西宁市第七中学团委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农林科学系团总支

青海省玉树市第一民族中学团支部

青海西宁铭润车保姆工作室团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机关团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二中共青团班团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学校教工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辟展乡团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兴平乡团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托普铁热克乡克孜勒加尔村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阿润村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片区管委会二道

湾东社区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5667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481 部队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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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八一民族中学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71620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71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716 部队 66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26 部队 3 营机械连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 2208 艇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253 部队 62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367 部队 60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5042 部队 71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56 部队 70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8216 部队 71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1602 部队 66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89 部队 83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150 部队 85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7656 部队团总支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川省总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支队

汶川县中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8641 部队 72 分队团支部

成都铁路局团委

中国铁路总公司兰州铁路局嘉峪关供电段张掖供电车间团支部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团总支

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团委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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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直属机关团委

国家气象中心天气预报室团支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团委

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信息科技部团支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团委

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纺织科学研

究院中纺标 (北京) 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团支部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铸钢车间团支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二三团团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七团三连团支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高级中学高二年级团支部

福建省三钢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广东省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工委

乐山一拉得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团支部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造一厂造型车间团支部

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四台矿通风区团支部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西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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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铁

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

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