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志愿地 志愿服务岗位
秦水莲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高腾 南京市 省项目办

瞿林波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曹瀚尹 南京市 省项目办
付帅 南京市 省项目办

王卫池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李晨烨 南京市 省项目办
张诗曼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邢梦轲 南京市 省项目办
薛银辉 南京市 省项目办
张同庆 徐州市 丰县 华山镇
李思蓓 徐州市 丰县 华山镇
余欢 徐州市 丰县 凤城街道

温永嘉 徐州市 丰县 欢口镇
耿璠 徐州市 丰县 丰县人民路小学

董子钰 徐州市 丰县 丰县东关小学
刘俊峰 徐州市 丰县 丰县东关小学
吴尘 徐州市 丰县 宋楼镇
刘畅 徐州市 丰县 华山镇

魏双婷 徐州市 丰县 欢口镇
张孟瑶 徐州市 丰县 凤城街道
王湘淮 徐州市 丰县 凤城街道
孙静思 徐州市 丰县 凤城街道
卜晴晴 徐州市 丰县 首羡镇
张允允 徐州市 丰县 首羡镇
庄一鹏 徐州市 丰县 首羡镇
王宇航 徐州市 丰县 欢口镇
刘树杰 徐州市 丰县 宋楼镇
乐政 徐州市 丰县 丰县人民路小学

秦梦迪 徐州市 丰县 华山镇
彭洁 徐州市 丰县 凤城街道

张玉玉 徐州市 丰县 欢口镇
李萌 徐州市 丰县 华山镇

孙友存 徐州市 丰县 丰县团县委
郑林静 徐州市 丰县 丰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司增聪 徐州市 丰县 孙楼街道
于学良 徐州市 丰县 欢口镇
张靖霆 徐州市 丰县 丰县东关小学
侯梦柯 徐州市 丰县 欢口镇
李德铭 徐州市 丰县 宋楼镇
魏恒康 徐州市 沛县 安国镇
陈秀英 徐州市 沛县 大屯街道
张硕 徐州市 沛县 共青团沛县委员会



赵薇 徐州市 沛县 汉兴街道新时代实践站
王思坤 徐州市 沛县 敬安镇
鹿程锦 徐州市 沛县 敬安镇
夏晨喻 徐州市 沛县 敬安镇
谢显林 徐州市 沛县 龙固镇
林志强 徐州市 沛县 沛城街道新时代实践站
赵兴宇 徐州市 沛县 沛城街道新时代实践站
李泓政 徐州市 沛县 栖山镇
唐巧容 徐州市 沛县 张庄镇
张莹莹 徐州市 沛县 张庄镇
胡灿 徐州市 沛县 敬安镇

张梦媛 徐州市 沛县 朱寨镇
石鑫 徐州市 沛县 沛城街道新时代实践站

唐子轶 徐州市 沛县 张寨镇
单浩峰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城街道办事处
仝洪静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文化馆（睢河街道文化站）
刘景云 徐州市 睢宁县 睢河街道妇女儿童综合服务中心
刘凯 徐州市 睢宁县 岚山镇人民政府

鲁转转 徐州市 睢宁县 高作镇中心小学
马骁驰 徐州市 睢宁县 魏集镇人民政府
石园 徐州市 睢宁县 高作镇人民政府

宋星梦 徐州市 睢宁县 梁集镇人民政府
王凌宇 徐州市 睢宁县 桃园镇人民政府
王维扬 徐州市 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杨晓庆 徐州市 睢宁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张义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推进办公室

程晓凡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桃园中队
王白雪 徐州市 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许琳娜 徐州市 睢宁县 庆安镇人民政府
吴一凡 徐州市 睢宁县 双沟镇人民政府
张炜峰 徐州市 睢宁县 古邳镇人民政府
李明洋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卢燊 徐州市 睢宁县 李集镇人社基层服务平台

张余超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李卓 徐州市 睢宁县 李集镇人社基层服务平台

赵卿虎 徐州市 睢宁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崔雨晨 徐州市 睢宁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朱子微 徐州市 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李天南 徐州市 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沈新于 徐州市 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张家宝 徐州市 睢宁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赵言言 徐州市 睢宁县 双沟镇人民政府
刘轩 徐州市 睢宁县 睢河街道办事处

陈亚南 徐州市 睢宁县 桃园镇人民政府



郭军旗 徐州市 邳州市 燕子埠镇政府
伏建宇 徐州市 邳州市 赵墩镇政府
时凡乔 徐州市 邳州市 炮车街道
王琰 徐州市 邳州市 邢楼镇政府

马庆泽 徐州市 邳州市 戴圩街道
李冬月 徐州市 邳州市 戴圩街道
陈晨 徐州市 邳州市 戴圩街道

王菊萍 徐州市 邳州市 炮车街道
刘帅帅 徐州市 邳州市 邢楼镇政府
吴镕屾 徐州市 邳州市 赵墩镇政府
邓雨凡 徐州市 邳州市 炮车街道
张弛 徐州市 邳州市 土山镇政府

尹馨悦 徐州市 邳州市 土山镇政府
沈冰 徐州市 邳州市 邳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朱一鸣 徐州市 邳州市 赵墩镇政府
韩宗宸 徐州市 邳州市 炮车街道
宋丹 徐州市 邳州市 炮车街道
颜玮 徐州市 新沂市 唐店街道办事处

张旻睿 徐州市 新沂市 高流镇人民政府
窦云鹏 徐州市 新沂市 唐店街道办事处
陈康 徐州市 新沂市 墨河街道办事处

王思月 徐州市 新沂市 高流镇人民政府
钟可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

许娇娇 徐州市 新沂市 双塘镇人民政府
窦玉婷 徐州市 新沂市 墨河街道办事处
赵鹏翔 徐州市 新沂市 锡沂高新区管委会
杨沁瑜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店镇人民政府
江田田 徐州市 新沂市 新沂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乔紫萱 徐州市 新沂市 唐店街道办事处
闻政 徐州市 新沂市 锡沂高新区管委会

张岩岩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
刘一恒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
韦子朔 徐州市 新沂市 墨河街道办事处
陈沐炫 徐州市 新沂市 苏北计划项目办
王楠 徐州市 新沂市 邵店镇人民政府

李诗语 徐州市 新沂市 邵店镇人民政府
任智慧 徐州市 新沂市 双塘镇人民政府
段硕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店镇人民政府
卢雅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

卜璇璇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村
缪应涛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铜山街道学苑社区
黄佳恒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
王雅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

唐瑞敏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武帅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张集镇
刘暄 徐州市 铜山区 苏北计划项目办

朱冠军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铜山街道学苑社区
许雪莉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张集镇
陈肖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王妍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刘颖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张梦楚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村
王媛婧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村

严管钰彤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大彭镇
李治 徐州市 贾汪区 紫庄镇人民政府

瞿晓萍 徐州市 贾汪区 塔山镇人民政府
章阳 徐州市 贾汪区 大吴街道办事处

陈佳佳 徐州市 贾汪区 大泉街道办事处
李雪 徐州市 贾汪区 大泉街道办事处

陈苏媛 徐州市 贾汪区 汴塘镇
靳佳 徐州市 贾汪区 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周书宇 徐州市 贾汪区 紫庄镇人民政府
徐菾翌 徐州市 贾汪区 潘安湖街道办事处
刁振熙 徐州市 贾汪区 汴塘镇人民政府
李萍萍 徐州市 贾汪区 贾汪区委宣传部
高雪健 徐州市 贾汪区 潘安湖街道办事处
范铭恬 徐州市 贾汪区 老矿街道办事处
俞海婴 徐州市 贾汪区 老矿街道办事处
王悦 徐州市 贾汪区 贾汪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马雨晴 徐州市 贾汪区 徐州工业园区
程晓莉 徐州市 贾汪区 共青团贾汪区委
史晨曦 徐州市 鼓楼区 黄楼街道
田仙竹 徐州市 鼓楼区 牌楼街道
王瑜鑫 徐州市 鼓楼区 铜沛街道
沈姝吟 徐州市 鼓楼区 黄楼街道
何珊 徐州市 鼓楼区 黄楼街道

马涵睿 徐州市 鼓楼区 丰财街道
陈依茗 徐州市 鼓楼区 牌楼街道
李琳琳 徐州市 鼓楼区 鼓楼高新区
钱英杰 徐州市 鼓楼区 鼓楼高新区
邵明冉 徐州市 鼓楼区 铜沛街道
路远争 徐州市 鼓楼区 徐州鼓楼跨境电商产业园
孙丽霞 徐州市 鼓楼区 牌楼街道
邢星 徐州市 鼓楼区 “宜家”希望来吧

陈振阳 徐州市 鼓楼区 环城街道
耿彪 徐州市 鼓楼区 琵琶街道

胡晓涵 徐州市 鼓楼区 鼓楼云创科技园区
周测然 徐州市 鼓楼区 琵琶街道



阎镇高 徐州市 云龙区 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刘璇 徐州市 云龙区 苏北计划项目办

孙怡佳 徐州市 云龙区 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宁巍巍 徐州市 云龙区 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潘东序 徐州市 云龙区 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罗紫妍 徐州市 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刘嘉旭 徐州市 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孙雨田 徐州市 云龙区 联青服务站
杨昊天 徐州市 云龙区 联青服务站
王家硕 徐州市 云龙区 联青服务站
张康 徐州市 云龙区 秋水湾青年志愿者素质拓展基地
陈雪 徐州市 云龙区 联青服务站

史宇凡 徐州市 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谢林潇 徐州市 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邢志鹏 徐州市 云龙区 街道青年学习社
陈敏濡 徐州市 云龙区 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郑植 徐州市 泉山区 段庄街道
张梦 徐州市 泉山区 湖滨街道

仲一凡 徐州市 泉山区 湖滨街道
宗传钢 徐州市 泉山区 奎山街道
李星澳 徐州市 泉山区 泰山街道
倪可馨 徐州市 泉山区 桃园街道
李晓琪 徐州市 泉山区 团区委
刘婧 徐州市 泉山区 永安街道
顾雷 徐州市 泉山区 永安街道

马玉璞 徐州市 泉山区 翟山街道
韩帅 徐州市 泉山区 翟山街道

顾辛锴 徐州市 泉山区 段庄街道
胡仁静 徐州市 泉山区 桃园街道
王成 徐州市 泉山区 泰山街道
刘洋 徐州市 泉山区 王陵街道
刘念 徐州市 泉山区 永安街道

张韩悦悦 徐州市 泉山区 泰山街道
王新权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少年宫
路新月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刘洁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少年全媒体协会
程琪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商会

张倩倩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袁梦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商会

侯祥旭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朱梦宁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人才协会
陈琪琪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商会
孙雨珊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张宁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沈亚 徐州市 新沂市 阿湖镇人民政府
王瀚 徐州市 新沂市 阿湖镇人民政府
丰冉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店镇人民政府

陈优国 徐州市 新沂市 新店镇人民政府
杜苏苏 徐州市 新沂市 草桥镇人民政府
韩翔宇 徐州市 新沂市 阿湖镇人民政府
胡明月 徐州市 新沂市 草桥镇人民政府
许文鑫 徐州市 新沂市 草桥镇人民政府
蔡雪莲 徐州市 新沂市 草桥镇人民政府
翁凡棋 徐州市 新沂市 草桥镇人民政府
张艺凡 徐州市 睢宁县 魏集镇人民政府
邵燕 徐州市 睢宁县 桃园镇人民政府
朱清 徐州市 睢宁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袁永彪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睢聚计划项目办
高韩 徐州市 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夏雪 徐州市 睢宁县 高作镇人民政府

朱晓钰 徐州市 睢宁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孙文静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心
佘飞达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城街道办事处
陈子含 徐州市 睢宁县 梁集镇人民政府
盛津 徐州市 睢宁县 沙集镇人民政府

苗新举 徐州市 睢宁县 睢河街道办事处
胡子龙 徐州市 睢宁县 睢宁县睢聚计划项目办
汪涵 徐州市 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李媛媛 徐州市 贾汪区 潘安湖街道办事处
凌慧 徐州市 睢宁县 官山镇人民政府
王宇 徐州市 新沂市 锡沂高新区管委会

任爱虹 徐州市 铜山区 铜山区大彭镇
邹金华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王甜甜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杨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洪萧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戴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潘莹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秦亚楠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高舒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区团区委
韩颖 连云港市 连云区 云山街道党政办

何双蝶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海州团区委
徐伟 连云港市 赣榆区 班庄镇人民政府

谌耀国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墩尚镇人民政府
李振娇 连云港市 东海县 牛山街道社会事业局
张雨生 连云港市 东海县 驼峰乡人民政府
张瑶山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南岗镇人民政府



王祖帅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
于海强 连云港市 灌南县 百禄镇人民政府
李程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孟兴庄镇人民政府

王庆琳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县项目办
王一纯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赵雪莹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朱富贵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区项目办
肖泽玉 连云港市 连云区 高公岛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王海馨 连云港市 连云区 海州湾街道矛盾纠纷非诉化解调中心
庄婕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区板桥街道

龚芮娟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司思 连云港市 连云区 高公岛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高璐 连云港市 连云区 墟沟街道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李瑶 连云港市 连云区 高公岛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顾孝辰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陈慧秀 连云港市 连云区 墟沟街道党政办
把婷璐 连云港市 连云区 宿城街道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赵素雁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区高公岛街道
宋成浩 连云港市 连云区 宿城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李征霏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戚良悦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区文明办
杨艳 连云港市 连云区 连云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左加欢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
刘晓庆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圩丰镇人民政府
惠康亮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刘宇冉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县项目办
鲍斐然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
孙广伟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小伊镇人民政府
李宇坤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姜妍竹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圩丰镇人民政府
汤旭靖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潘谦茜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
吴子慧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田松云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陈秋伊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钱红岩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南岗镇人民政府
刘昊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南岗镇人民政府

刘明祯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
张蕊棵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图河镇人民政府
赵观耀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图河镇人民政府
汤旭诚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小伊镇人民政府
杨文文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燕尾港镇人民政府
钱瑾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县希望办
袁航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罗超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同兴镇人民政府
袁雯婷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
庄雨晴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吴书海 连云港市 灌云县 县项目办
王玉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汤沟镇人民政府

薛宇旭 连云港市 灌南县 百禄镇人民政府
刘祝祥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张店镇人民政府
岳梦兰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朱欣然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时梦颖 连云港市 灌南县 田楼镇人民政府
赵越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孟兴庄镇人民政府

乔文昊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焦灿灿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刘孟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王曼如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宗潇潇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蒋金池 连云港市 灌南县 田楼镇人民政府
吴倩倩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集镇人民政府
范晓艳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北陈集镇人民政府
杨一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堆沟港镇人民政府
王欢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集镇人民政府

嵇晓凡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蒋乐乐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县项目办
成梦瑶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俞家豪 连云港市 灌南县 三口镇人民政府
苗一帆 连云港市 灌南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
陆博文 连云港市 灌南县 田楼镇人民政府
顾宋毅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北陈集镇人民政府
蒋文玉 连云港市 海州区 郁洲街道办事处
孙梦雪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路南街道办事处
郭柏廷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新坝镇人民政府
陈志琪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新浦街道办事处
吕思婕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浦南镇人民政府
陈天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新浦工业园管理办公室

刘媛媛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花果山街道办事处
董伟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新东街道办事处

孙宇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新海街道办事处
陈杰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海州区团区委

柴桐桐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路南街道办事处
蒋东茹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洪门街道办事处
王文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新海街道办事处

梅孔玉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花果山街道办事处
韩颖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浦西街道办事处
樊丽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城西镇



王文虎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城西镇人民政府
张岚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墩尚镇

卢柯羽 连云港市 赣榆区 赣榆经济开发区
陈志远 连云港市 赣榆区 海头镇电商服务中心
陶泽锡 连云港市 赣榆区 黑林镇人民政府
徐曼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厉庄镇人民政府
徐涛 连云港市 赣榆区 青口镇群众来访接待中心

尚庆成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区总工会
丁硕 连云港市 赣榆区 宋庄镇人民政府
杨硕 连云港市 赣榆区 沙河镇人民政府

潘姗姗 连云港市 赣榆区 石桥镇人民政府
董婷 连云港市 赣榆区 柘汪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
葛欣 连云港市 东海县 白塔埠镇党委
张洋 连云港市 东海县 东海县团县委

赵成相 连云港市 东海县 房山镇人民政府
李佳琦 连云港市 东海县 李埝乡党委
孙童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平明镇党委

李丹妮 连云港市 东海县 青湖镇党委
刘德明 连云港市 东海县 石湖乡人民政府
李莹 连云港市 东海县 温泉镇人民政府

南浩然 连云港市 东海县 种畜场党委
靳凯萌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胡越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李元哲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白嘉鑫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彭朝欢 连云港市 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徐莹莹 连云港市 东海县 张湾乡党委
山悦 连云港市 海州区 宁海街道办事处
卢昱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邱勰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佟霖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高钰童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高懿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周宏伟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邹宇昂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刘蔚然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王颖 淮安市 淮安市 团市委

沈昕益 淮安市 淮安区 共青团淮安区委员会
李佳玮 淮安市 淮安区 共青团淮安区委员会
戈畅 淮安市 淮安区 共青团淮安区委员会

王星茹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城街道办事处
沈昕沐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城街道办事处
刘雅丹 淮安市 淮安区 河下街道办事处
雍烽炜 淮安市 淮安区 河下街道办事处



陶沫璇 淮安市 淮安区 山阳街道办事处
杜以雨 淮安市 淮安区 车桥镇人民政府
杨子雯 淮安市 淮安区 朱桥镇人民政府
汤琼 淮安市 淮安区 朱桥镇人民政府

吴建芳 淮安市 淮安区 顺河镇人民政府
王珊 淮安市 淮安区 钦工镇人民政府
邱珺 淮安市 淮安区 钦工镇人民政府

邓文皓 淮安市 淮安区 施河镇人民政府
蔡月昊 淮安市 淮安区 复兴镇人民政府
唐秋寒 淮安市 淮安区 车桥镇人民政府
阚敬欣 淮安市 淮安区 苏嘴镇人民政府
包扬昕 淮安市 淮安区 新材料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
张诗雨 淮安市 淮安区 朱桥镇人民政府
余金桁 淮安市 淮安区 范集镇人民政府
石志远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城街道办事处
任天艺 淮安市 淮安区 淮城街道办事处
段曦雨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清江街道办事处
解佳举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水渡口街道办事处
张雪文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淮海街道办事处
刘陈宇 淮安市 清江浦区 长西街道办事处
刘雁泽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清浦街道办事处
段钠敏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武墩街道办事处
周海蓉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浦楼街道办事处
秦晓涵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和平镇人民政府
杨新宇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柳树湾街道办事处
严天琦 淮安市 清江浦区 长东街道办事处
蒋双 淮安市 清江浦区 城南街道办事处
喻珏 淮安市 清江浦区 黄码镇人民政府

潘奇峰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清河街道办事处
李畅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清江浦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陈雨生 淮安市 清江浦区 盐河街道办事处
孙恒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

单延南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
李慧敏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
范琪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丁集镇安监站

宗文虎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丁集镇安监站
倪雨晴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高家堰镇人民政府
刘光耀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高家堰镇人民政府
李宣烨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高家堰镇人民政府
姜洋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古清口街道组织科

孙文宇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淮高镇人民检察院乡镇公益诉讼观察
朱娇娇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刘老庄镇综合服务中心
卞琪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马头镇青少年之家

汤平康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司法局三树镇司法所



卢聪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宣传统战科
周怡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单新琪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王欢欢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淮高镇人民政府
承梦昊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新渡口街道办事处
苏怡文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徐溜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吴雅兰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徐溜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熊峰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渔沟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局

郑宇阳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渔沟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局
朱丽萌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朱观清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魏萱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妇女儿童之家

王信震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曾思凡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古清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孙晨欣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家营分局
徐玉律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新渡口街道办事处
魏力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新渡口街道办事处
仲哲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南陈集工业办

陈志轩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岔河镇人民政府
纪可健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岔河镇人民政府
杨闰虎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老子山镇人民政府
刘格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老子山镇人民政府
严浩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赵雪娇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水利局各水利中心服务站
孙琦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水利局各水利中心服务站

季文雅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水利局各水利中心服务站
陈诗婕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岔河镇人民政府
赵盈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水利局各水利中心服务站

陶秋阳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董小叶 淮安市 洪泽区 洪泽区岔河镇人民政府
曾俊 淮安市 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肖星瀚 淮安市 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李思润 淮安市 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贾双凤 淮安市 涟水县 大东镇人民政府
刘寅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周雅涵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刘国卫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吴梦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吴逸飞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吴昊天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张晓逸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孙雨轩 淮安市 涟水县 红窑镇镇人民政府
夏金桂 淮安市 涟水县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
刘衡 淮安市 涟水县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



李奕文 淮安市 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鞠梦雅 淮安市 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万文锐 淮安市 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朱星豪 淮安市 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曹壮壮 淮安市 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潘昌飞 淮安市 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张雅倩 淮安市 涟水县 涟水县妇女联合会
许静芸 淮安市 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孙婧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尹颖 淮安市 涟水县 红窑镇镇人民政府

邹琳玲 淮安市 涟水县 红窑镇镇人民政府
丁恒霞 淮安市 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徐善蒲 淮安市 涟水县 红窑镇镇人民政府
李杨 淮安市 盱眙县 鲍集镇人民政府
胡月 淮安市 盱眙县 桂五镇人民政府

侯炳成 淮安市 盱眙县 淮河镇人民政府
张义楠 淮安市 盱眙县 淮河镇人民政府
孙安琪 淮安市 盱眙县 黄花塘镇人民政府
孙闻文 淮安市 盱眙县 黄花塘镇人民政府
纪丹丹 淮安市 盱眙县 马坝镇人民政府
高可欣 淮安市 盱眙县 太和街道办事处
李婧 淮安市 盱眙县 天泉湖镇人民政府

贾子晗 淮安市 盱眙县 古桑街道办事处
姜雨欣 淮安市 盱眙县 管仲镇人民政府
王宇凡 淮安市 盱眙县 太和街道办事处
台碧玉 淮安市 盱眙县 盱眙县市场监管局
阙朔阳 淮安市 盱眙县 马坝镇人民政府
郑儒雅 淮安市 金湖县 塔集镇人民政府
范阳蕾 淮安市 金湖县 金湖县人民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派驻乡镇）
钱蓉 淮安市 金湖县 金北街道办事处

丁逸凡 淮安市 金湖县 金湖县人民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派驻乡镇）
曾甜 淮安市 金湖县 金南镇人民政府
王尧 淮安市 金湖县 金湖县吕良中心卫生院

金奕纯 淮安市 金湖县 前锋镇人民政府
魏丹 淮安市 金湖县 金湖县金南镇卫生院

孙飞翔 淮安市 金湖县 金湖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胥善钰 淮安市 金湖县 塔集镇人民政府
周帆 淮安市 金湖县 金湖县吕良镇人民政府

郭俊杰 淮安市 淮安区 河下街道办事处
赵建伟 淮安市 淮阴区 淮阴区人民检察院营北人民检察院社区网格工作
李瑞萍 盐城市 盐城市 市文明办
方磊 盐城市 盐城市 市文明办

曹为鹏 盐城市 盐城市 市文明办
崔玲 盐城市 盐城市 市文明办



陈佳雯 盐城市 盐城市 市文明办
金昱彤 盐城市 盐城市 团市委
李天伦 盐城市 盐城市 团市委
宋睿 盐城市 盐城市 团市委
雍杰 盐城市 盐城市 团市委
陈园 盐城市 盐城市 团市委
马量 盐城市 盐城市 团市委
李磊 盐城市 盐城市 市妇联
周艮 盐城市 响水县 陈家港镇人民政府

景许悦 盐城市 响水县 陈家港镇人民政府
王徐烨 盐城市 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陆立琪 盐城市 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黄梦瑜 盐城市 响水县 黄圩镇人民政府
韩旭 盐城市 响水县 黄圩镇人民政府

王季璇 盐城市 响水县 老舍中心社区管委会
梁子龙 盐城市 响水县 老舍中心社区管委会
罗贤旭 盐城市 响水县 南河镇人民政府
张赛花 盐城市 响水县 七套中心社区管委会
许丽雯 盐城市 响水县 七套中心社区管委会
吴凡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县民政局

邵鹏飞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县司法局镇司法所
李志祥 盐城市 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刘山燁 盐城市 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陆思宇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卞云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刘宝文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宋青云 盐城市 响水县 老舍中心社区管委会
陈宇航 盐城市 响水县 老舍中心社区管委会
陈雨婷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赵晓草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张光荣 盐城市 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赵办 盐城市 响水县 运河镇人民政府

肖雨晖 盐城市 响水县 张集中心社区管委会
胡雨婷 盐城市 响水县 六套中心社区管委会
万仕宸 盐城市 响水县 运河镇人民政府
崔锦涛 盐城市 响水县 张集中心社区管委会
周志亚 盐城市 滨海县 东坎街道办事处
杨坤宇 盐城市 滨海县 八滩镇人民政府
卢子权 盐城市 滨海县 滨海港镇人民政府
申虎 盐城市 滨海县 滨海港镇人民政府

陶旱雨 盐城市 滨海县 滨海团县委项目办
覃嘉梁 盐城市 滨海县 蔡桥镇人民政府
周财顺 盐城市 滨海县 蔡桥镇人民政府
顾扬 盐城市 滨海县 蔡桥镇人民政府



钱超 盐城市 滨海县 东坎街道办事处
陆新茹 盐城市 滨海县 东坎街道办事处
孙云苏 盐城市 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董大棚 盐城市 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张民慧 盐城市 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周鸿 盐城市 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邓文丽 盐城市 滨海县 天场镇人民政府
刘鹏伟 盐城市 滨海县 通榆镇人民政府
王露露 盐城市 滨海县 五汛镇人民政府
陈蕾 盐城市 滨海县 正红镇人民政府
姚洁 盐城市 阜宁县 板湖镇人民政府

茅琼丹 盐城市 阜宁县 板湖镇人民政府
张雪彤 盐城市 阜宁县 吴滩街道办事处
鲁姜平 盐城市 阜宁县 吴滩街道办事处
叶佳佳 盐城市 阜宁县 吴滩街道办事处
孔颖 盐城市 阜宁县 陈集镇人民政府

周思彤 盐城市 阜宁县 陈集镇人民政府
戚爱建 盐城市 阜宁县 东沟镇人民政府
崔诗尧 盐城市 阜宁县 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刘昕 盐城市 阜宁县 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裔秋雯 盐城市 阜宁县 阜宁团县委
殷梓耀 盐城市 阜宁县 新沟镇人民政府
陈静 盐城市 阜宁县 羊寨镇人民政府

许志慧 盐城市 射阳县 合德镇人民政府
孙蕾 盐城市 射阳县 合德镇人民政府

朱嘉喆 盐城市 射阳县 黄沙港镇人民政府
钱梦钰 盐城市 射阳县 黄沙港镇人民政府
李璐 盐城市 射阳县 射阳团县委

季艺峰 盐城市 射阳县 洋马镇人民政府
唐洁 盐城市 射阳县 洋马镇人民政府
曹月 盐城市 射阳县 合德镇镇人民政府
张昕 盐城市 射阳县 海通镇人民政府
季颖 盐城市 射阳县 海通镇人民政府
王伟 盐城市 射阳县 合德镇人民政府

朱恒立 盐城市 建湖县 高作镇人民政府
赵影 盐城市 建湖县 共青团建湖县委员会

朱丽平 盐城市 建湖县 建湖县宝塔卫生院
张静 盐城市 建湖县 建湖团县委
姜洋 盐城市 建湖县 高作镇人民政府
赵驰 盐城市 建湖县 高作镇人民政府

曹雪婷 盐城市 建湖县 建湖县宝塔卫生院
孙佳 盐城市 建湖县 庆丰镇人民政府
刘琉 盐城市 建湖县 庆丰镇人民政府

陈曹镇 盐城市 东台市 东台团市委



朱宇琦 盐城市 东台市 东台镇人民政府
吕佳 盐城市 东台市 开发区管委会
周鹏 盐城市 东台市 梁垛镇人民政府
王璐 盐城市 东台市 三仓镇人民政府

赵文易 盐城市 东台市 时堰镇人民政府
陆云 盐城市 东台市 唐洋镇人民政府
韩欣 盐城市 东台市 三仓镇人民政府

吴雨燕 盐城市 东台市 头灶镇人民政府
崔进稳 盐城市 东台市 富安镇人民政府
吴思凡 盐城市 东台市 西溪景区管委会
李丹丹 盐城市 大丰区 草庙镇人民政府
王茜 盐城市 大丰区 草堰镇

卞林杰 盐城市 大丰区 草堰镇人民政府
冯毅颖 盐城市 大丰区 大丰区中专
陈亚 盐城市 大丰区 大桥镇人民政府
陈勇 盐城市 大丰区 丰华街道办事处
陈磊 盐城市 大丰区 丰华街道办事处

季裕媛 盐城市 大丰区 丰华街道办事处
张斌 盐城市 大丰区 丰华街道办事处
夏敏 盐城市 大丰区 江苏大丰中等专业学校

唐若辰 盐城市 大丰区 刘庄镇
赵婷钰 盐城市 大丰区 南阳镇人民政府
范文悦 盐城市 大丰区 万盈镇
柳远洋 盐城市 大丰区 新丰镇
严心怡 盐城市 大丰区 大丰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李昕凯 盐城市 盐都区 江苏省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崔俊 盐城市 盐都区 盐都团区委

洪茂华 盐城市 盐都区 盐龙街道人民政府
曹仁杰 盐城市 盐都区 盐龙街道人民政府
徐海洋 盐城市 盐都区 盐渎街道福才社区
刘佩瑶 盐城市 盐都区 郭猛镇人民政府
张嫒莹 盐城市 盐都区 郭猛镇人民政府
卞钰菁 盐城市 盐都区 楼王镇
王子佩 盐城市 盐都区 盐都区大纵湖镇
沈文静 盐城市 盐都区 盐渎街道刘朋社区
王浩宇 盐城市 亭湖区 大洋街道办事处
陈余 盐城市 亭湖区 东亭湖街道办事处
刘辰 盐城市 亭湖区 南洋镇政府
祁心 盐城市 亭湖区 亭湖团区委
李敏 盐城市 亭湖区 文峰街道办事处
张瀛 盐城市 亭湖区 盐东镇政府
吴迪 盐城市 亭湖区 大洋街道办事处

李家玮 盐城市 亭湖区 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刘岩琨 盐城市 亭湖区 南洋镇政府



刘梦倩 盐城市 亭湖区 文峰街道办事处
柏雪 盐城市 亭湖区 五星街道办事处

李萱竹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黄海街道办事处
李凯迪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伍佑街道办事处
王昕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新都街道办事处

夏语蔚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办事处
葛含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黄海街道办事处

葛明峰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伍佑街道办事处
袁禹尧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办事处
黄冰倩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办事处
陆剑波 盐城市 盐南高新区 盐南高新区
武菲 宿迁市 沭阳县 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韩桦 宿迁市 沭阳县 耿圩镇人民政府
江舟 宿迁市 沭阳县 胡集镇人民政府
刘娜 宿迁市 沭阳县 刘集镇人民政府
王惠 宿迁市 沭阳县 庙头镇人民政府

鲍浩业 宿迁市 沭阳县 庙头镇人民政府
干陈 宿迁市 沭阳县 庙头镇人民政府

吴朝旭 宿迁市 沭阳县 章集街道办事处
韩静 宿迁市 沭阳县 钱集镇人民政府

蒋香港 宿迁市 沭阳县 颜集镇人民政府
董曼 宿迁市 沭阳县 梦溪街道办事处

徐玉兰 宿迁市 沭阳县 胡集镇人民政府
葛盼颖 宿迁市 沭阳县 南湖街道办事处
周倩 宿迁市 沭阳县 胡集镇人民政府

祝新宇 宿迁市 沭阳县 韩山镇人民政府
梁旭 宿迁市 沭阳县 章集街道办事处

仲建华 宿迁市 沭阳县 梦溪街道办事处
孙韬 宿迁市 沭阳县 吴集镇人民政府

刘蛟龙 宿迁市 沭阳县 新河镇人民政府
胡勇 宿迁市 沭阳县 桑墟镇人民政府

钟兵洋 宿迁市 沭阳县 贤官镇人民政府
卢双阳 宿迁市 沭阳县 沭城街道办事处
叶涛 宿迁市 沭阳县 沂涛镇人民政府
张跃 宿迁市 沭阳县 桑墟镇人民政府

孙庆荣 宿迁市 沭阳县 胡集镇人民政府
陶璐 宿迁市 沭阳县 潼阳镇人民政府

王梦姣 宿迁市 沭阳县 十字街道办事处
吴亚兰 宿迁市 沭阳县 七雄街道人民政府
杨天萌 宿迁市 沭阳县 耿圩镇人民政府
张贤 宿迁市 沭阳县 庙头镇人民政府

潘淮虎 宿迁市 沭阳县 章集街道办事处
刘树杰 宿迁市 沭阳县 十字街道办事处
周希惠 宿迁市 沭阳县 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艳 宿迁市 沭阳县 塘沟镇人民政府
吴琴 宿迁市 泗阳县 来安街道人民政府
汤云 宿迁市 泗阳县 来安街道人民政府

袁淳彪 宿迁市 泗阳县 新袁镇人民政府
孙校男 宿迁市 泗阳县 城厢街道人民政府
苏蕊 宿迁市 泗阳县 城厢街道办事处

张爱惠 宿迁市 泗阳县 卢集镇人民政府
胡颖杭 宿迁市 泗阳县 李口镇人民政府
张文 宿迁市 泗阳县 李口镇人民政府
卢潮 宿迁市 泗阳县 卢集镇人民政府

梁文杰 宿迁市 泗阳县 三庄镇人民政府
丁厶琦 宿迁市 泗阳县 临河镇人民政府
吴海岳 宿迁市 泗阳县 穿城镇人民政府
徐雯 宿迁市 泗阳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刘宇星 宿迁市 泗阳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朱星辰 宿迁市 泗阳县 爱园镇人民政府
葛雨秋 宿迁市 泗阳县 庄圩乡人民政府
范媛媛 宿迁市 泗阳县 众兴街道人民政府
庄轩 宿迁市 泗阳县 庄圩乡人民政府

李秦阳 宿迁市 泗阳县 裴圩镇人民政府
史文昊 宿迁市 泗阳县 穿城镇人民政府
赵娟 宿迁市 泗阳县 三庄镇人民政府

李雅静 宿迁市 泗阳县 新袁镇人民政府
倪凤仪 宿迁市 泗阳县 苏北计划项目办
刘艳 宿迁市 泗阳县 裴圩镇人民政府

胡苗苗 宿迁市 泗阳县 众兴街道办事处
阚新然 宿迁市 泗阳县 苏北计划项目办
邵长云 宿迁市 泗阳县 爱园镇人民政府
杜丹妮 宿迁市 泗洪县 梅花镇人民政府
张新月 宿迁市 泗洪县 朱湖镇人民政府
赵露 宿迁市 泗洪县 大楼街道办事处
赵慢 宿迁市 泗洪县 归仁镇人民政府

陈姿羽 宿迁市 泗洪县 孙园镇人民政府
黄雨 宿迁市 泗洪县 魏营镇人民政府

王玉如 宿迁市 泗洪县 半城镇人民政府
宋方圆 宿迁市 泗洪县 魏营镇人民政府

古力批牙·比拉 宿迁市 泗洪县 青阳街道
孙润 宿迁市 泗洪县 重岗街道办事处
姜璇 宿迁市 泗洪县 重岗街道办事处

孙如艳 宿迁市 泗洪县 瑶沟乡人民政府
刘维 宿迁市 泗洪县 瑶沟乡人民政府
张亮 宿迁市 泗洪县 上塘镇人民政府
马天 宿迁市 泗洪县 团县委

俞嘉懿 宿迁市 泗洪县 项目办



张驰 宿迁市 泗洪县 大楼街道办事处
汤傲寒 宿迁市 泗洪县 车门乡人民政府
王野 宿迁市 泗洪县 半城镇人民政府

周義超 宿迁市 泗洪县 孙园镇人民政府
杨宇航 宿迁市 泗洪县 上塘镇人民政府
陆亚钧 宿迁市 泗洪县 石集乡人民政府
杨浩威 宿迁市 泗洪县 苏北计划项目办
彭计磊 宿迁市 泗洪县 青阳街道办事处
史杨熙 宿迁市 泗洪县 孙园镇人民政府
张雪连 宿迁市 泗洪县 朱湖镇人民政府
张志慧 宿迁市 泗洪县 青阳街道办事处
宋静 宿迁市 泗洪县 石集乡人民政府

孙思诚 宿迁市 宿豫区 曹集乡人民政府
王心怡 宿迁市 宿豫区 曹集乡人民政府
韩琦 宿迁市 宿豫区 曹集乡人民政府
赵颖 宿迁市 宿豫区 曹集乡人民政府

徐子涵 宿迁市 宿豫区 大兴镇人民政府
姚彤彤 宿迁市 宿豫区 大兴镇人民政府
张倩倩 宿迁市 宿豫区 关庙镇人民政府
时晓倩 宿迁市 宿豫区 来龙镇人民政府
莫守钢 宿迁市 宿豫区 陆集街道办事处
吴伟男 宿迁市 宿豫区 顺河街道办事处
高天祥 宿迁市 宿豫区 顺河街道办事处
陆宁 宿迁市 宿豫区 宿豫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李城 宿迁市 宿豫区 仰化镇人民政府
张梦 宿迁市 宿豫区 豫新街道办事处

刘宇琦 宿迁市 宿豫区 豫新街道办事处
陆宣浩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现代农业园区
王品文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幸福街道办事处
颜悦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屠园乡屠园实验学校

李言诚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龙河镇龙河中心小学
李成科 宿迁市 宿城区 吴中宿城工业园管委会
王雪梅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蔡集镇蔡集医院
侯志文 宿迁市 宿城区 苏北计划项目办
丁贤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双庄街道办事处

王家俊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王官集镇人民政府
闵思捷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幸福街道办事处
崔慧颖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双庄街道办事处
殷昌雪 宿迁市 宿城区 宿城区古城街道办事处
周科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青少年宫
高超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青年创业指导中心

刘家宏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青年创业指导中心
沈伟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志愿者学院

张海波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志愿者学院



邹童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青少年宫
张司研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项目办
周亮 宿迁市 宿迁市 宿迁市教育局

骆昌婷 宿迁市 泗洪县 青阳街道办事处
苗武洋 宿迁市 泗洪县 重岗街道办事处
陈业芹 宿迁市 宿豫区 曹集乡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