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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六届

委员会、 主席团组成团体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学联: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已于 2015 年 7 月

下旬在北京胜利召开。 在全国学联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和全国学联第二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分别选

举产生了全国学联第二十六届委员会和全国学联第二十六届主席

团, 现将组成团体名单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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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六届委员会名单

(共 199 个单位)

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会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

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会 北京城市学院学生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会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会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会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会

北京体育大学学生会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会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生会 北京市第四中学学生会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学生会

天津

南开大学学生会 天津市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学生会

天津大学研究生会 天津工业大学学生会

天津师范大学学生会 天津财经大学学生会

南开中学学生会

河北

河北大学学生会 河北工业大学学生会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会 河北衡水中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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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第二中学学生会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学生会

山西

山西大学学生会 太原理工大学学生会

太原市第五中学学生会 太原幼儿师范学校学生会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学生会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会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会 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学生会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会 东北大学学生会

中国医科大学学生会 渤海大学学生会

东北财经大学学生会 沈阳体育学院学生会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辽宁省实验中学学生会

吉林

吉林大学学生会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会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 长春幼儿师范学校学生会

长春师范大学研究生会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会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学生会

上海

复旦大学研究生会 同济大学学生会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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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会 上海建平中学学生会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会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东华大学研究生会 上海建桥学院学生会

江苏

南京大学研究生会 东南大学学生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会 南京理工大学学生会

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 中国药科大学学生会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会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学生会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浙江

浙江大学学生会 浙江理工大学学生会

浙江师范大学学生会 杭州高级中学学生会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会 浙江树人大学学生会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会 安徽大学学生会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合肥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蚌埠职教中心(技师学院)学生会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

福建

厦门大学学生会 福州大学学生会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会 福州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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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南昌大学学生会 华东交通大学学生会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 南昌市卫生学校学生会

山东

山东大学学生会 山东师范大学学生会

山东农业大学学生会 中国海洋大学学生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会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山东省实验中学学生会 潍坊文华国际学校学生会

青岛电子学校学生会

河南

郑州大学学生会 河南农业大学学生会

河南师范大学学生会 河南理工大学学生会

黄河科技学院学生会 新乡市技师学院学生会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学生会 郑州外国语学校学生会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会 武汉大学学生会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会 武汉科技大学学生会

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会 华中师范大学学生会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会 黄冈中学学生会

武汉市财政学校学生会

湖南

中南大学学生会 湖南大学研究生会

湖南师范大学学生会 长沙理工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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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长沙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广东

中山大学学生会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

广东工业大学学生会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会

暨南大学学生会 广东实验中学学生会

江门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会

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会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会 广西大学学生会

南宁市第三中学学生会

海南

海南大学学生会 海南中学学生会

四川

四川大学研究生会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会

西南科技大学学生会 西华师范大学学生会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会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

成都市石室中学学生会 绵阳中学学生会

重庆

重庆大学学生会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会

西南政法大学学生会 重庆市第八中学学生会

重庆市工业学校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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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州大学学生会 贵州医科大学学生会

遵义县第一中学学生会

云南

云南大学学生会 昆明理工大学学生会

云南民族大学学生会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

西藏

西藏大学学生会 拉萨中学学生会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会 陕西师范大学学生会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西安中学学生会

陕西银行学校学生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会

西安外事学院学生会

甘肃

兰州大学学生会 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

兰州市第一中学学生会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学生会 西宁市虎台中学学生会

宁夏

宁夏大学学生会 银川一中学生会

新疆 (含兵团)

新疆大学学生会 石河子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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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学生会 新疆实验中学学生会

全国民航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中直机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会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生会

国家机关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留学生组织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加拿大中国学生联合会

剑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

柏林 (及波茨坦地区)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联谊会

新南威尔士州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中国留俄学生总会

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

全韩中国学人学者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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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六届主席团名单

(共 43 个单位)

一、 全国学联第二十六届主席团体

北京大学学生会

二、 全国学联第二十六届主席团成员团体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 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会

北京城市学院学生会 南开大学学生会

天津市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学生会 河北大学学生会

山西大学学生会 内蒙古大学学生会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会 吉林大学学生会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会 复旦大学研究生会

同济大学学生会 南京大学研究生会

浙江大学学生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会

厦门大学学生会 南昌大学学生会

山东大学学生会 郑州大学学生会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会 中南大学学生会

中山大学学生会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会 海南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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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研究生会 重庆大学学生会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会 贵州大学学生会

云南大学学生会 西藏大学学生会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会 兰州大学学生会

青海师范大学学生会 宁夏大学学生会

新疆大学学生会 石河子大学学生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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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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8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