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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青联关于授予王进等 27 名同志

第 20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北京市公安局

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青年突击队等 5 个青年

集体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 的决定

为树立和宣传当代青年的优秀典型, 引导和激励全国广大青

年坚定理想信念,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脚踏实地创新

创业创优,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决定, 授予王进等 27 名同志

第 20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

出所青年突击队等 5 个青年集体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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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 5 名同志第 20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提名奖。

受到表彰的青年, 是我国各族青年的优秀代表, 他们志存高

远、 德才并重、 情理兼修、 勇于开拓, 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突出

业绩; 受到表彰的青年集体, 是我国各行各业青年集体中的先进

典型, 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线勇于担

当、 奋力拼搏, 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

体现了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昭示了当代青年正确的

成长道路, 集中展现了当代青年紧跟时代砥砺前行、 担当责任奋

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全国广大团员青年学习的榜样。

全国各级共青团、 青联组织要在广大青年中深入宣传先进典

型事迹,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激发当代青年的

责任感、 使命感和奋斗精神, 为实现 “十三五冶 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建功立业。

全国各族青年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 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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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 勇于创

新创造, 矢志艰苦奋斗, 锤炼高尚品格, 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

努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青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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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0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获得者名单

(共 27 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摇 进 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检修

中心带电班主责

王摇 涛 青海先锋紧急救援中心主任

王士良 (满族) 内蒙古自治区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控

设备厂 604 车间数控车二班班长

王欣然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

导师

王忠雷 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镇北红村小学教师

王雅静 (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阜纺社区居民

乌布力艾散·乌布力

喀斯木 (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霸丽穆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刘摇 超 (土家族) 湖南省张家界市济民堂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刘自鸿 广东省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CEO

孙铁翔 新华社国内部中央新闻采访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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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摇 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

队某支队 1 大队 2 中队班长

李摇 涛 河南省济源市高新区良安新村党支部书记

李鹏飞 山西省晋煤集团古书院矿采掘一队生产副

队长

吴立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智能控制与系统研究所副所

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贞琼

(女, 苗族)

贵州省黎平县老烟刀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

经理

吴志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 71770 部队 92 分队副分

队长

张摇 森 求是杂志社 《红旗文摘》 甘肃联络员、 甘

肃阳光公益志愿服务总队总干事

张摇 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教

育部 (卫生部) 心血管重构与功能研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

陆摇 红 (女)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〇一研究

所主任设计师

陈春林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贺州高级中学高二实

验班学生

邵志永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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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所亭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建所副所长、 副研

究员

赵摇 林 (彝族) 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安处禁毒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

洪家光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首席技能专家

曾正超 中国十九冶工业建设分公司工人

雷摇 斌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第八研究室主任

谭晓琴

(女, 藏族)

四川省炉霍县斯木乡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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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 名单

(共 5 个)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青年突击队

中国第二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

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263 部队 70 分队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华龙一号冶 研发设计青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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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20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共 5 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

苏佳灿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创伤骨科副主

任、 教授

余家军 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站长

武庆中 天津直升机研发中心副总设计师、 研究员

周红亮 陕西省宝鸡市供电局运维检修部秦岭输电运

维班班长

雷应国 江西省丰城市秀市佳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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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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

织局群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青联, 中直机关

团工委、 青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青联, 中央金融团工委、

全国金融青联, 中央企业团工委、 青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

委、 青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6 年 4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