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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青联

关于授予王中美等 30 名同志第 23 届 “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冶、 “月宫一号冶 团队等 13 个青年集体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 的决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集中展示新时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激励和引导全国广

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投身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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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经第 23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评审会议评审,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决

定, 授予王中美等 30 名同志第 23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授

予 “月宫一号冶 团队等 11 个青年集体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冶。 依据 《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评选表彰办法 (试行)》, 共

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同时决定, 对在抗击自然灾害中作出特殊贡

献的四川省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

森林消防大队授予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

受到表彰的青年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的优秀代表, 他们把个

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找准了

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建功立业的着力点, 以奋斗的青春力量书

写强国时代壮丽的青春篇章, 是当代青年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

时代楷模。 受到表彰的青年集体是在国家重要建设领域、 重点工

程、 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涌现出的集体典型, 他们在各行各业

中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是践行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先行者, 是弘扬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

会主义精神的优秀榜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个人 (集体) 的

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 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重视关

怀, 集中展现了当代青年积极向上、 务实担当的精神风貌, 他们

是全国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全国各级共青团、 青联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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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3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冶 获奖者名单

(共 30 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美 (女)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电焊工特级技师

王立平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表面

工程事业部副主任、 研究员

王摇 勇 山东麦德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周才加 (藏族)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

达杰保护站副站长

田摇 丰 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三支队支队长

刘摇 冬 (女) 石家庄常山北明恒盛纺织分公司布机挡车工

齐俊桐 天津大学机器人与自主系统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飞智控 (天津) 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次仁曲巴 (藏族)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普玛江塘乡邮递员

那摇 靖 (白族) 昆明理工大学复杂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研究所

所长

严克美 (女) 重庆市巫山县当阳乡党政办主任

李庆昆 65426 部队 500 分队分队长

杨会芳 (女)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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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玲 (女、 满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

吴云波 (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

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 扎鲁特旗

玛拉沁养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宋摇 彪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

张玉滚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

张摇 芳 (女) 黑龙江省和粮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摇 超 (满族)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北部重案中

队中队长

阿合尔以 (彝族) 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簸箕梁子乡觉普村村委

会主任

陈建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

部研究室副主任、 党支部书记

周树云 (女) 清华大学物理系长聘教授

周摇 皓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工人

孟祥飞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助

理、 应用研发部部长

赵晶晶 (女、回族)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

队指导员

钟摇 瑛 (女) 岳阳新和美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洪润浩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青春爱心志愿者服

务协会会长、 洪润浩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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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摇 辉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清太坪镇白沙坪小学志

愿支教教师

郭旭光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勘

探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彭摇 星 (土家族) 武警部队广东省总队某部中队长

魏福海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考察运行部副

主任 (主持工作), 考察站建设工程部副总

指挥, 高级工程师、 常任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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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23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 名单

(共 13 个)

“月宫一号冶 团队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森林消防大队

中国航发动力所研发设计团队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 “海眼冶 系统

项目组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离子体所 “匠心聚合、 质量极限冶

核聚变大科学工程创新团队

中航通飞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研制团队

琼中女足

四川航空刘传健机组

四川省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

FAST 工程调试团队

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江边境派出所

青藏铁路安多段通天河护路大队

海军 “和平方舟冶 号医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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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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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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