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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江 苏 省 委
团苏委发〔2022〕10 号

关于表彰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江苏省

优秀共青团员、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

各设区市团委，省级机关团工委，省直有关单位团委，各省部属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团委，各省级行业团工委、驻苏团工委：

2021 年，全省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聚焦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着力提升引领力、

组织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继续改革攻坚，全面从严治团，

推动全省共青团整体工作迈上新台阶。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

员、团干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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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朝气勃勃、自信自强、勇毅果敢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展现出新时代共青团的良好风貌，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

团干部比学赶超、砥砺奋进，共青团江苏省委决定授予团南京市

江宁区委等 265 个团组织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团工委）称号，

授予南京化学工业园热电有限公司团总支等 270 个团组织江苏

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称号，授予谢宏运等 299名同志江

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王佳晓等 290 名同志江苏省优秀共

青团干部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取得新成绩。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

员、团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发扬青年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永远跟党走，奋

进新征程，用青春力量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

新篇章，以优异青春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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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团工委）名单

2．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名单

3．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4．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5．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团支部书记专项名单

共青团江苏省委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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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团工委）名单

（共 265 个）

团南京市江宁区委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团委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团委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团工委

南京朗驰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团委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团工委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团工委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团工委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团工委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街道团工委

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团工委

南京市市级机关团工委

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团工委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团工委

南京市高淳区区级机关团工委

南京市中心医院团委

南京市第二医院团委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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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团委

南京市第九中学团委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燕子矶新城学校初中部团委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团委

南京建康高级技工学校团委

团江阴市委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站团委

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团委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团委

无锡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团委

宜兴市官林镇团委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团委

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团工委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团工委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团工委

无锡市滨湖区机关团工委

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团委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委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团委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团委

江苏省天一中学团委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无锡市快递行业团工委

团新沂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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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团委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分公司团委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五工程处团委

江苏吉家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团委

徐州市贾汪区紫庄镇团委

睢宁县姚集镇团委

新沂市新店镇团委

徐州市鼓楼区九里街道团工委

徐州市泉山区和平街道团工委

徐州市鼓楼区丰财街道团工委

徐州市泉山区湖滨街道团工委

国家税务总局睢宁县税务局团委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团委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团委

新沂市高级中学团委

邳州市炮车中学团委

沛县第五中学团委

徐州一中云龙实验学校团委

徐州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工委

徐州市快递行业团工委

常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常州科研试制中心团委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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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团委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团委

溧阳市竹箦镇团委

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街道团工委

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团工委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团工委

常州市钟楼区北港街道团工委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团委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团委

常州市武进区融媒体中心团委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团委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团委

苏州市书香酒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团委

苏州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望亭发电厂团委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镇）团工委

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团委

常熟市辛庄镇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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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善港村团委

常熟市琴川街道团工委

太仓市科教新城团工委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团工委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团工委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港市税务局团委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团委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团委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团委

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团委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中学团委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团委

南通中远海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海安市大公镇团委

海安市曲塘镇团委

如东县丰利镇团委

启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海镇）团（工）委

启东市汇龙镇南城区街道团工委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团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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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兴街道团工委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团工委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团委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团委

南通市海门实验学校团委

江苏灌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团委

东海县白塔埠镇团委

灌云县伊山镇团委

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团委

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团工委

连云港市海州区宁海街道团工委

国家税务总局灌南县税务局团委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音乐学院）团委

连云港市新浦中学团委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团委

淮安市国有联合投资发展集团团委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团委

盱眙县淮河镇团委

涟水县大东镇团委

金湖县金南镇团委

淮安市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团工委

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团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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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清江浦区府前街道团工委

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团委

淮安市洪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团委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团委

淮安市水利局团委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团委

淮安市文通中学团委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淮安市新淮高级中学团委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团委

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盐城东山精密产业园团委

滨海县互联网双创基地团委

盐城市大丰区草庙镇团委

射阳县临海镇团委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团委

阜宁县金沙湖团工委

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团工委

盐城市建湖经济开发区团工委

国家税务总局阜宁县税务局团委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团委

盐城市中医院团委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团委

东台市安丰中学团委

盐城市响水县第二中学团委

盐城市新洋初级中学团委



— 11 —

江苏曙光光电有限公司团委

宝应县鲁垛镇乱针绣产业团工委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团委

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团委

宝应县安宜镇团委

仪征市陈集镇团委

扬州市邗江区汊河街道（高新区）团工委

扬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团委

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团委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团委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团委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小镇青年联合会团委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团委

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团委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扬中市八桥镇团委

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团委

丹阳市云阳街道团工委

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团工委

镇江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团委

江苏省镇江中学附属初中团委

句容市崇明中学团委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兴市供电分公司团委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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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河失镇团委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团委

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团委

泰州医药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凤凰街道团工委

泰兴市姚王街道团工委

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姜堰区税务局团委

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团委

泰州市人民医院团委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团委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团委

泗阳县庄圩乡团委

沭阳县胡集镇团委

宿迁市宿豫区陆集街道团工委

沭阳县梦溪街道团工委

泗洪县青阳街道团工委

宿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团委

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委

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团委

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团委

江苏省淮北中学团委

江苏省教育厅团委

江苏省政协机关团委

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团委

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团委

江苏省南通监狱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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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团委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团委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团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团委

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团委

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团委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信息技术学院信息大队团委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团委

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团委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团委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团委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团委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团委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团委

江苏师范大学团委

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团委

苏州大学团委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团委

常熟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团委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学院）团委

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团委

扬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团委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团委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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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团委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团委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与国贸学院团委

三江学院团委

南京传媒学院团委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团委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团委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团委

南京国电南自自动化有限公司团委

国网江苏省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团委

华能（苏州工业园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六普钻井分公司团委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苏州金融团工委

常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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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名单

（共 270 个）

南京化学工业园热电有限公司团总支

南京银行南京分行洪武片团支部

中科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

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

南京江宁丽湖酒店有限公司团支部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芝山村团总支

南京江北新区长芦街道陆营社区团支部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铁匠营社区团支部

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来凤街社区团支部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明园社区第一团支部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清江花苑社区团支部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宁康苑社区团支部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和平社区团总支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团结社区团总支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和睦涧村团支部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派出所第一联合团支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南京市浦口区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团支部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团总支

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团总支

南京市伯乐中学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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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竹山中学团总支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初级中学团总支

无锡地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团支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分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团支部

远景能源江阴基地团支部

无锡惠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中心团总支

江阴市璜土镇璜土村团总支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宛山村团总支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鸿运苑第一社区团支部

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靖海社区团支部

无锡市锡山区云林街道云昌社区团支部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南联村团支部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街道新安花苑第五社区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团总支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团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团支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九室团支部

江阴市周庄镇长寿实验小学团支部

无锡学院物联网工程学院20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班团支部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装备与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团总支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团支部

徐州交通控股港务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姚桥煤矿运输科团支部

徐州宣武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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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宏达土木工程试验室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团支部

睢宁县双沟镇上坝村第一团支部

邳州市土山镇宋圩村团支部

新沂市窑湾镇三桥村团总支

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泉西村团支部

徐州市泉山区奎山街道塔南社区团支部

徐州市云龙区黄山街道庆丰社区团支部

徐州市鼓楼区铜沛街道凯旋门社区团支部

徐州市贾汪区老矿街道泉旺头社区团支部

徐州市贾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邳州市税务局基层分局团支部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睢河站团支部

徐州市少华街第二小学团支部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工业安全与职业健康学院团总支

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团总支

徐州市贾汪区南湖学校团总支

沛县苏北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团支部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州信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团支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供电分公司营销部团支部

常州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江苏韮田创客空间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苏江南环球港商业中心有限公司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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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行团支部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社区团总支

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跃进村团支部

常州市钟楼区永红街道机关团支部

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华润国际社区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金坛区税务局第二团支部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团支部

常州市第一中学教工团支部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教工团支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供电分公司团支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第一团总支第三团支部

苏州市保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苏州市相城区澄阳街道小样青年社区团总支

苏州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团支部

苏州盛风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张家港市南丰镇海坝村团总支

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便民服务中心团支部

常熟市常福街道游文社区团支部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市镇社区团支部

苏州市吴中区城南街道南区派出所团支部

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三站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团支部

苏州市公安局苏州高新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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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团支部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团支部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耦园管理处团支部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营销中心团支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学团总支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教工团支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工程维护部团支部

南通市崇川区淘金合创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团总支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极孝村团支部

海安市角斜镇滩河村团支部

如东县岔河镇银河村团支部

南通市崇川区天生港镇街道龙湖佳苑社区团支部

南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北濠东村社区团支部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光华社区团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海门区税务局悦来税务分局团支部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事处团支部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团支部

南通市公安局政治部团支部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团支部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9级药品生物技术

专业 3191团支部

南通开放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团总支

南通市如东县景安初级中学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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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机械工程部团总支

江苏省南通西藏民族中学高中 2019级团总支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2019级团总支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向日葵志愿公益组织团支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杰瑞电子公司团支部

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海鲜电商团总支

连云港福东正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团支部

东海县驼峰乡麦南村团支部

灌云县伊山镇昌和社区团总支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新西村团总支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院前社区第一团总支

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连云港站派出所团支部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机关团支部

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云河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团总支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团支部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现代服务系团总支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游集团西游乐园团支部

江苏视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

淮安市清江浦区黄码镇周陈村团支部

淮安市淮安区淮城街道恩来社区团支部

盱眙县盱城街道果园社区团支部

淮安市洪泽区检察院团总支

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生态文旅区大队板闸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药技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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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团总支

江苏省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2018级畜牧兽医专业1班团支部

淮安市淮阴区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团支部

盐城盛州集团有限公司团总支

射阳县沿海投资有限公司团总支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团总支

江苏中鼎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团支部

响水县小尖镇机关团支部

东台市三仓镇官苴村团支部

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开元路服务站团支部

盐城市亭湖区东亭湖街道富康社区团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亭湖区税务局团支部

射阳县后羿园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药学院团总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团总支

盐城市大丰区万盈初级中学团支部

盐城景山中学职工团支部

建湖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第十二研究部团支部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团支部

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运行团总支

江苏星浪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团支部

扬州市邗江区新盛街道酷立方众创空间团支部

高邮市临泽镇中心卫生院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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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田桥村团支部

扬州市邗江区蒋王街道和月社区团支部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明珠社区团支部

扬州市急救中心团支部

仪征市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高级中学教工团支部

宝应县电子竞技协会团支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镇江供电分公司变电检修室团支部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苏佳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

丹阳市陵口镇陵口村团支部

镇江新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团支部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团支部

扬中市经济开发区兴隆社区团支部

扬中市江洲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工程学院 2019级无人机应用技术

专业 1 班团支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姜堰分公司团支部

江苏天鹅乐器有限公司团支部

泰州市宏祥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团支部

兴化市戴南镇戴泽村团支部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康居社区团总支

泰州市高港区刁铺街道圩岸社区团支部

泰州市海陵区城西街道景光社区团支部

泰兴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团总支

靖江市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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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团支部

泰兴市根思乡老叶初级中学团总支

江苏筑梦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宿迁疆北食品有限公司团支部

泗洪县半城镇安河口村团支部

泗洪县大楼街道北新集社区团支部

泗阳县众兴街道东祥社区团支部

宿迁市宿城区幸福街道矿山社区团支部

宿迁市水利局机关团总支

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团总支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一系 2018级 7 班团支部

江苏省委机要局团支部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团支部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团支部

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团支部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网络产品部团支部

江苏省肿瘤医院门诊团支部

江苏省溧阳监狱第一团支部

江苏省金陵监狱第五团支部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本科 20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5 班团支部

东南大学法学院 2019级法学专业 250191 班团支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微波光子学实验室团支部

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 9191068403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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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理学院 2019级应用物理学专业 2 班团支部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 2018级统计学专业 1 班团支部

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8级机械工程专业 6 班团支部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2019级中药学专业 1902201 班团支部

江南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8级土木专业 4 班团支部

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2018级软件工程专业 3
班团支部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9级本硕博一体化临床天元

创新班团支部

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2018级中药学（本博贯通培养）专业团支部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2018级环境设计专业团支部

南京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与人文学院 2019级新闻学专业 71941
班团支部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团总支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19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1班团支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2019级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专业 1 班团支部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2019级电子

科学与技术专业 B190203班团支部

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级能源与动力工程专

业 1904031 班团支部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2019级财政学专业 190217 团支部

南京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2019级能源与动力工程（火

电厂集控运行）专业 1 班团支部

江苏师范大学智慧教育学院 2019级教育技术学专业第一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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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9级儿科学专业 1 班团支部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9级德语专业 2 班团支部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2019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团支部

苏州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9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 2 班团支部

常熟理工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2019级生物工程专业2班团支部

江苏海洋大学理学院 2018级统计学专业 1 班团支部

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19级社会工作专业 2班团支部

淮阴工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8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 3 班团支部

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团总支

扬州大学电气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 2018级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专业 1 班团支部

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2019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

越）专业 1 班团支部

江苏科技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2018级生物技术专业 1822118011
班团支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旗护卫队团支部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2019级机电一体化专业

3班团支部

三江学院建筑学院 2018级建筑专业 12018061C 团支部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临床医学部 2018级临床医学（全科医

学方向）专业 8 班团支部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机电学院 2019级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专业 1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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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2019级自动化专业

194102团支部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医学部 2018级临床肿瘤专业 4 班团支部

中电莱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部团支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三部团支部

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团支部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运行一团支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质量部团总支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气控制分公司团支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团支部

江苏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第一团总支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支部

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局泰州采油厂洲城团支部

中国核工业华兴有限公司国和一号示范工程项目部本部第一团支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团支部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处团总支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南京输油处仪征输油站

联合团支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车务段连云港团支部

南通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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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共 299 名）

谢宏运 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化工一部空分气化工区设

备技术员

刘 博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汽机检修技术员

黄 艳 （女）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店企划部

业务主管

曹钰翔 （女）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人事专员

梅寒金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青少年事务社工

纪 晗 （女）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四级主任科员

桑甜甜 （女） 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四周社区社工

黎 莎 （女）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一级科员

阮书欣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下坝村村民委员会社工

张 颖 （女）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星甸街道社工

顾贻之 （女）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情报与指挥中心四级警长

罗鸿灵 （女）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奥体警务工作服务站四级警长

余蕃羽 （女）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

张晨阳 （女） 南京市玄武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黄 纯 （女）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8 级英语专业学生

陆 炜 （女）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数字文创学院 2019 级环境艺

术设计专业学生

章文天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2019 级学生

丁 宇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2018级软件技术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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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宜兴市供电分公司党委秘书

勇方之 中国银行宜兴和桥支行客户经理

缪聿文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职员

裴雅雯 （女） 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

李 珂 （女）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护士

李超凡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东房桥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李浩然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新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

刘松楠 无锡市梁溪区委组织部干部科一级科员

金佳颖 （女） 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书记员

任 洁 （女）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滨湖区税务局机关党委（党

建工作股）科员

尹姝玥 （女） 无锡市审计局农业农村审计处一级科员

刘 浪 团无锡市委宣传部（青少年权益部）一级科员

金俊希 无锡市新吴区康复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

朱雯婷 （女） 无锡市太湖幼儿园教师

丁禹夫 无锡市中医医院急诊科护师

韩 天 （女） 无锡学院轨道交通学院 2018级通信工程专业学生

朱丹丹 （女）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9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涂 琼 （女）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 2019 级商务英

语专业学生

骆 箫 江苏省宜兴中学 2020 级学生

习馨元 （女）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2020 级学生

曹 坤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

备检修部继电保护班检修工

周星汝 （女）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人民政府组织办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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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胜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马坡村兴村特岗工作人员

沙月月 （女） 新沂市新安街道盛世社区网格员

王梦茹 （女） 徐州市贾汪区老矿街道泉旺头社区工作人员

孙继元 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煤建北村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

闻冰洁 （女） 国家税务总局睢宁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朱少华 徐州市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徐州度假区大队文博园

消防救援站班长

刘吉帮 徐州市泉山区科技实验幼儿园教师

周思佳 （女）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医疗与健康学院 2019 级护理

专业学生

尕松德喜 （女）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

2017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许子昂 徐州工程学院物理与新能源学院 2019 级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鹿存宇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管理学院 2019 级工

程造价专业学生

花王浩然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2020 级学生

潘 璇 （女） 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教师

陈琪琪 徐州市苏北计划项目办苏北计划志愿者

陈 怡 （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副网格长

吴明翔 常州市众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严旭阳 东方日升（常州）新能源有限公司经理

钱莉雯 （女） 溧阳市天目湖镇卫生院乡村医生

徐荣嘉 （女） 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柚山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钱昕玥 （女）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办公室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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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阳 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新魏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工作人员

吴 蕾 （女） 常州市武进区丁堰街道港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

陆旻雯 （女） 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办公室一级科员

张 妍 （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物

联网应用专业学生

邹可滢 （女） 常州市第五中学 2019 级学生

汤怡琳 （女） 太湖金谷（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职员

杨致远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澄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职员

陶文静 （女）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人

力资源部职员

花 倩 （女） 苏州市相城区文商旅集团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讲解员

潘鋆皓 太仓市城厢镇万丰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

颜福明 常熟市莫城街道东青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

施天怡 （女） 张家港市锦丰镇店岸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徐 超 苏州高新区科技城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

张丽雯 （女）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虎丘街道办事处综合处副处长

刘宝鼎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青剑湖社区工作人员

陈佳文 （女）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一处工作人员

苏杨雅 （女） 张家港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杨舍中队民警

刘梦涵 （女） 苏州市吴江区水务局水利基本项目建设管理处办事员

黄晓珺 （女） 国家税务总局昆山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许 宸 （女） 苏州市姑苏区人社局人才处一级科员

徐鑫纯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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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慧 （女）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

叶雨洁 （女） 苏州高新区华山幼儿园教师

陈培希 苏州城市学院经济系 2019 级金融学专业学生

朱 婷 （女） 江苏省吴中中等专业学校商贸系 2017 级商务英

语专业五年制学生

王思蕾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2019 级学生

唐嘉蔚 （女） 太仓市青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干事

花 宇 江苏紫晶花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建雄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凌宇龙 南通市崇川区幸福街道祖望社区居委会公共服务

中心副主任

袁天雄 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五一社区党群社干

陆风华 南通市海门区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七中队民警

华志浩 江苏省南通监狱民警

甘 明 海安市宁海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杨可欣 （女）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学院 2017 级美术教

育专业学生

汤 絮 （女） 江苏省南通中学 2019 级学生

岳相妗 （女） 海安福缘志愿者服务大队宣传员

茆 峰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公司市场

及大客户服务室客户经理

吴周强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六研究所装备制造部操作工

徐 晗 （女） 连云港市烟草公司东海分公司客户服务科综合管理员

王善丽 （女） 连云港市东海县白塔埠镇前塘村工作人员

王 焱 （女）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街道东连岛村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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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蕾 （女） 连云港市海州区幸福路街道幸南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

吴佳俊 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宁波路消防救援站灭火救

援二班班长

王子剑 连云港市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

祝天雪 （女） 连云港市东海县晶翼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乾方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盱眙县供电分公司营销

部（客户服务中心）大客户经理班客户经理

赵蓉蓉 （女） 江苏麒祥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科技项目主管

吴 竟 （女） 淮安市盱眙县天泉湖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会计

杨文婷 （女） 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张 航 淮安工业园区张码办事处文明办办事员

甘婷婷 （女） 淮安市淮阴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鲁 莹 （女） 淮安市金湖县中医院护士

琼 拉 （女）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商学院 2019 级市场营销

专业学生

黄政翔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物流与交通旅游学院

2019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范 超 淮安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2018级数控加工专业学生

曹壮壮 涟水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苏北计划志愿者）

顾 颖 （女） 阜宁县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

徐润慧 （女） 盐城市盐都区秦南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荀以涛 建湖县恒济镇山河村书记助理

王 栋 东台市安丰镇团委兼职副书记

王尔赛 （女） 盐城市亭湖区宝瓶湖街道一级科员

卞云凯 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东宁社区新文艺群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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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瀛 （女） 盐城市亭湖区文峰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办事员

杨金鑫 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

李天伦 （女） 团盐城市委工作人员（苏北计划志愿者）

姬钲博 滨海县公安局天场派出所民警

李文烨 （女） 建湖县人民检察院一级科员

庞钦霞 （女） 射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科科员

倪小蛮 （女） 盐城市第一中学 2019 级学生

唐铭希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2020 级学生

咸宇杰 江苏省阜宁中学 2019 级学生

杨莹秋 （女）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秦 贺 扬州市广陵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扬州协同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职工

高志磊 仪征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孙思楠 （女） 扬州市安贝斯毛绒玩具有限公司设计师

薛海涛 仪征市天盛村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谢 伟 仪征市陈集镇人民政府党群工作局一级科员

祁 倩 （女） 宝应县西安丰镇社会治理局坐席员

俞兴乐 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河东村委员会工作人员

吕 诚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分局杭集派出所民警

张言华 高邮市捍海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二班班长

唐浩天 扬州市海事局行政执法员

董雨雨 镇江北汽鹏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陆侠伟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学府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刘碧漪 （女） 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湖畔社区工作人员

季晓迪 （女） 扬中市新坝镇组织人事科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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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艳 （女）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飞行学院 2019 级航

空物流专业学生

郭 睿 （女）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旅游学院 2020 级司

法助理专业学生

汤之宇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安泰分

公司变电二次施工员

顾玉聪 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周庄村千垎田园蔬菜专业合

作社监事

夏 颖 （女）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部办事员

卜宇桐 泰兴市广陵镇党政办副主任

陈振华 泰州市高港区胡庄镇综合指挥中心专职副主任

刘晓文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珠街道为民服务

中心人社协理员

陈 涛 泰州市海陵区城东街道宫涵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

蔡 雷 泰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民警

卞向政 泰州市公安局新闻宣传中心民警

薛 申 （女）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护师

韩可心 （女） 泰州市智堡实验学校教师

杨 露 （女）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文旅运营双沟景区管

理处导游服务科科员

许新潮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人资行政部员工

胡 肖 格力大松（宿迁）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工艺组长

陈星竹 （女） 宿迁市泗阳县卢集镇政法和社会治理工作局一级科员

李 杨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道白堡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

仲兵新 宿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洋河派出所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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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少鑫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张博一 宿迁市沭阳高级中学 2019 级学生

许沛予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编导

李 澍 （女） 江苏省总工会网络与信息中心新媒体编辑

柳承熙 南京海关所属苏州海关四级主办

嵇天龙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主办

石亭轩 江苏省江宁监狱十四监区民警

赵星宇 江苏省龙潭监狱三监区民警

经雨嫣 （女） 南京女子监狱二监区民警

王 想 （女） 江苏省常州监狱二十二监区四级警长

陈 雨 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信息技术装备中心民警

张洪胤 南京大学软件学院 2018 级软件工程专业学生

马国淞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2018级环境规划与管理专业学生

黄奕诚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020 级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余鸿飞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020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赵舞穹 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20 级工科试验班（吴健雄

班）学生

胡浩辰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2020 级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

张 旭 （女）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9 级建筑学专业学生

李明雨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级智能感知

工程专业学生

姚灵珑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2021 级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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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冀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2019 级航空航天工

程专业学生

马健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空学院 2019 级长空创新班

专业学生

裴 璐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级金融

学专业学生

韩沛宸 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0 级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牟育生 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级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

李 晓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2020 级公共管理专

业硕士研究生

吴振宇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2019 级水力学及河流动

力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黄业博 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2019 级结构工程专业

硕士研究生

王诚昊 河海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8级机械工程专业学生

王庆凯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8 级农学专业学生

赵欣怡 （女）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 2018 级统计学专业学生

徐俣璠 （女） 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 2019 级越崎（地球科学

工程类）专业学生

刘颖冲 中国矿业大学低碳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1 级

动力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闫 小 （女）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2019 级工商管理

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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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妍 （女） 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 2017 级临床专业学生

余柳锋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2019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刘 文 （女） 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 2019 级临床专业学生

张雅菲 （女）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管理学院 2019 级公安管理学

专业学生

欧 玟 （女） 南京师范大学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 2019 级生物

工程专业学生

陈琪瑶 （女）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学生

金 铭 （女）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1 级营养与食品

卫生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严羽欣 （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9 级临床医学

（五年制）专业学生

刘开森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9 级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

陆虹宇 （女） 南京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2019 级

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学生

孙钰坤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0 级中医学

专业学生

缪 妍 （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9 级中医学

（妇产科学）专业学生

刘星河 （女）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2019 级广播电视与编导

（中美）专业学生

张 蕊 （女） 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2021 级体育人文社会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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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方冰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9 级

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学生

金 鑫 （女）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 级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学生

陈嘉伟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2021 级生物

化工专业生硕士研究生

姚焕地 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级水质

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

单子乔 （女） 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级英语专业学生

张政宸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2019 级法学专业学生

张寒雨 （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2019 级大气科

学专业学生

徐瀚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孙 韵 （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9 级信息

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

谢艳霏 （女）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2019 级行政管理

专业学生

洪旻珂 （女） 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2019
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

于忠卉 （女）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法学专业学生

王卫池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20 级新闻传

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姜礼源 （女）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 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石俊宇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 2019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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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凯 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级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学生

张雨若 （女） 南京工程学院电力工程学院 2020 级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杨寓茜 （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2018 级

音乐学（师范）专业学生

马杨婕 （女） 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 级生物科学（师

范）专业学生

张奕萌 （女）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19 级小学教育（师

范）专业学生

曹朔文 （女） 徐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8 级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

贾舒涵 （女） 徐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9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

王 睿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019 级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师范）专业学生

虞佳杰 江苏理工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 2019 级汽车服务

工程专业学生

陈 醉 （女）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2021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杨乃霖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2020 级材料

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金丹清 （女）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9 级英语（师范）专

业学生

王浡伊 （女）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 级思想政治

教育（师范）专业学生

包怡晴 （女） 常熟理工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9 级数学与应

用数学（师范）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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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璟歆 （女）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9 级英语专业学生

郭玉琦 （女） 南通大学文学院 2018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

杭佳颖 （女） 南通大学药学院 2018 级药学专业学生

朱天琦 江苏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级动植

物检疫专业学生

丁岩松 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 2020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董莎莎 （女） 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2019 级小学教育（师

范）专业学生

张宇轩 （女） 淮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2020 级生物科学（师

范）专业学生

周艺杰 淮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2019级音乐学（师范）专业学生

李 明 淮阴工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8 级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周佳乐 （女） 盐城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软件工程（嵌

入式培养）专业学生

周栋泽 盐城工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2018 级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学生

董振杰 扬州大学农学院 2021 级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陈泉如 （女）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2019 级金融学专业学生

张正红日 （女） 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19 级环境工程

专业学生

赵鹏禄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9 级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学生

方 琦 （女） 江苏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2018 级轮机工程

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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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湘一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8级工业工程专业学生

张世豪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019 级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

项雅萱 （女）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2019 级电

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马千年 （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供电与工程学院 2019 级

供用电技术专业学生

陈辽宁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学院 2019 级高

分子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代慧琴 （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经济学院 2019 级工

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夏静怡 （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 2019
级首饰设计专业学生

孙振华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机电技术学院 2019 级电

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杨怡欣 （女）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运输管理与经济学院

2020级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学生

陈可然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2020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戴 宁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制药工程学院 2020
级药物制剂专业学生

胡云龙 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9级播音专业学生

任治洲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2019级通信工程专业学生

牛晓娜 （女）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文法系 2019级法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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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川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商学院 2019 级电子商务

专业学生

陈柯頔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理学与经管学部 2019 级应用

心理学专业学生

任纯悦 （女）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文法系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姜玉玺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管理与人文学院 2019 级公共

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姚丹丹 （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戴信成 华能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电气班电气检修员

何梦雪 （女）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综

合能源工程公司配网部三级工程师

李 佳 （女）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六普钻井分公司党

群工作部宣传干事

王佳欣 （女）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培训处科员

孙宇铮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运行指

挥中心机坪管制员

马诗博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发电部百万集控四值副值班员

夏以琳 （女）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焊接技能指导教师

储 睿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沿海开发（东

台）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种植管理岗工作人员

朱浩伟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州站车站值班员

张子璇 （女）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核电工程事业部本

部 BIM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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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宁 中煤长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技术员

李 江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卷烟厂维修电工

陶颖芳 （女）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阴石油分公司

综合办公室证照管理岗工作人员

何建新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

吴元森 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港集团龙潭集装箱

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理员

王 江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青阳养护工区养护员

陈 卓 江苏钟山宾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钟山红岭先锋培

训有限公司培训事务部主管

屠凯乐 南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送电线路设计工程师

吉顺暘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检修

中心输电检修组长

邢 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精密加工厂装配钳工

时晴昀 （女）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金融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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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共 199 名）

王佳晓 （女）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赵 玲 （女）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孙逸飞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团委书记

李堂玉 （女）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徐 蕾 （女）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秋月 （女）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团工委书记

束珊珊 （女）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雨竹 （女）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团工委书记

李佳勋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葳薇 （女） 团南京市栖霞区委副书记

赵华佳 （女）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团委书记

傅智晔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团委副书记

詹 璟 （女） 南京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团委副书记

孙 青 （女） 南京市江宁医院团委书记

何 妍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团委书记

王少林 南京外国语学校团委书记

褚文婷 （女） 南京郑和外国语学校团委书记

彭洁莉 （女）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申紫君 （女）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刘培佩 （女）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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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斌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罗浩然 （女）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团委书记

钱熙文 （女） 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董舒玥 （女）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赵 瑜 （女）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惠宇 无锡市人民医院内科团总支书记

王 缘 （女）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朱鸣菲 （女） 无锡市财政局团委书记

傅立力 无锡市江南中学团委书记

刘英杰 江阴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佟 圆 （女）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土楼村团支部书记

陆思宇 （女） 新沂市马陵山镇团委书记

马 帅 徐州市鼓楼区琵琶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春花 （女） 徐州市铜山区新区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

徐 楠 （女） 团徐州市委学少部部长

张新新 （女） 徐州市卫健行业团工委副书记

石荣亭 邳州市中医院团委书记

曾思其 （女）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

仲 芳 （女）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团委副书记

车 婷 （女） 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团委书记

王秀杰 （女）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团委副书记

祁雅晴 （女） 徐州市青年商会团支部书记

王 雪 （女）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金 科 溧阳市南渡镇团委书记

陈谦慧 （女） 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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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冰 （女）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团委委员

杨婧雯 （女）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王 璇 （女）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团工委书记

杨越清 团常州市委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沈 霞 （女）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团支部书记

左贾逸 （女）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副书记

郭 晨 （女） 常州市天宁区翼创社工服务协会团支部书记

章芙芳 （女） 常州市武进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王夕娇 （女） 苏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周毓鸿 （女）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团委书记

丁炜明 苏州城投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团总支组织委员

姚雨羚 （女）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李晓龙 中建科工集团江苏公司团总支书记

李一青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顾晓瑜 （女）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刘 瓅 苏州联实资产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顾辰喆 （女）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团委书记

陆怡婧 （女）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团委书记

陆梦婷 （女） 昆山市张浦镇团委书记

刘晓军 苏州高新区狮山街道、横塘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

蒋艳婷 （女）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裴 玺 昆山综合保税区团工委副书记

龚心韵 （女） 团苏州市委权益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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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敏 苏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执法大队

团支部书记

赵李华 苏州技师学院团委书记

叶倩辉 （女）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团委书记

何佳乐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项青灵 南通市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倪雅楠 （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崇川
团支部书记

陈璟彦 （女）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王 赛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黄向前 启东市北新镇团委书记

陈 杰 如东县河口镇团委书记

陈茜茜 （女） 南通市海门区三厂街道团工委书记

姜冬雪 （女）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街道团工委书记

顾 亮 南通市崇川区陈桥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

韩泽洲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团委组织委员

费婷婷 （女）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团总支书记

葛媛璟 （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团委副书记

陈 箭 南通市小海中学团委委员

陈刘丽 （女） 江苏省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团委副书记

沈亚威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团委书记

李 琴 （女） 南通市海门区少先队副总辅导员

金雨农 连云港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王登科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海州水厂团支部书记

尚庆良 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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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天宇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街道民主社区团支部书记

孙可亮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团委书记

刘 磊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团委委员

韩明君 （女） 连云港市新港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万丽莉 （女） 淮安工业园区淮洪路办事处团委书记

李 雪 （女） 金湖县吕良镇团委书记

金 婧 （女） 团淮安市委宣传部部长

童 申 （女）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团委副书记

陈逸林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团委书记

陈 玲 （女）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徐 晗 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团委书记

储伟峰 东台市唐洋镇团委书记

王 璠 （女） 盐城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

易水寒 团盐城市委青发部部长

黄婧妮 （女） 盐城技师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张 燕 （女） 盐城市大丰区义工联合会团委副书记

徐 静 （女）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伍佑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 洋 南京银行扬州分行团委书记

朱任杰 团仪征市委委员

徐 磊 高邮市江苏华城电缆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洪丽珠 （女） 仪征市马集镇团委书记

闵 靓 （女） 扬州市邗江区西湖街道团工委书记

黄东涛 高邮市纪委监委团支部书记

宋 赟 （女） 扬州市邗江区美琪学校少先队副大队辅导员

位 壮 中国银行镇江分行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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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兴虎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汤 丹 （女） 丹阳市丹北镇团委书记

戴 颖 （女） 扬中市三茅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挂职）

董 慧 （女）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胡丽芬 （女） 丹阳市云阳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黄圣楠 （女） 大唐泰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副书记

王 强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吉海兵 兴化市戴窑镇团委书记

翟伏玉 （女） 泰兴市根思乡团委书记

戚 羽 （女） 泰州市海陵区城南街道学院社区团支部书记

张光杰 （女） 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委书记

冯青韵 （女） 江苏省泰州中学团委副书记

王萌萌 （女）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侍 妍 （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书记

郑 强 团沭阳县委书记

胡雯芮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团委书记

魏 燃 淮海技师学院团委书记

董鹏聿 （女） 泗洪县少先队总辅导员

王春如 （女）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团委书记

赵巍巍 江苏省公安厅机关团委委员

熊 鑫 江苏省财政厅团委委员

王俊焱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公司团委书记

李 蕾 （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团委副书记

苏仕林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团委书记

李文静 （女）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大卖场营销部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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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晔 （女）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团委书记

金有杰 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团委书记

付春瑾 （女） 江苏省省级机关实验幼儿园团支部副书记

张 越 江苏省高淳监狱功能型监区第二团支部书记

吕湘婷 （女） 江苏省盐城监狱第三团支部书记

陈 浩 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

罗 磊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团委书记

王 静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

赵璐璐 （女） 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王露露 （女） 河海大学团委综合部部长、创新创业部部长

姚敏磊 南京农业大学团委宣传与文化事务主管

朱志义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团委书记

张 蕾 （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社团管理部部长

胡龙宇 南京工业大学团委组织部部长

张雨薇 （女）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团委书记

张龙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张 力 （女） 南京邮电大学团委副书记

唐 利 （女） 南京审计大学团委办公室主任

李 强 江苏师范大学智慧教育学院团委书记

袁子桐 徐州医科大学药学院团委书记

钱 铮 （女） 江苏理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阴 祥 常州大学团委创新实践部副部长

张旻蕊 （女）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团委书记

孙佳明 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团委书记

黄雪茹 （女） 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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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元 （女） 淮阴师范学院团委书记

刘芳玮 （女）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

丁一娟 （女） 江苏大学团委组织部部长

何 筠 （女） 江苏科技大学深蓝学院团委书记

杨海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团委组织部部长

孙 利 （女）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团委书记

周国芹 （女）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郑月圆 （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赵 培 （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陈 潞 （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团委书记

邓晓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乔占泽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
团委书记

沈 雯 （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陈 丹 （女）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团委副书记

孙 一 （女）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团委副书记

丁 岑 （女）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团委书记

金雅萍 （女）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团委书记

张卫东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副书记

吕明倩 （女） 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主持工作）

许家梁 中国石化集团华东石油局团委副书记

夏 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销售公司团
委书记

侯 敏 （女）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团委办公室主任

葛文锦 （女） 中电国基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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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贞 （女）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邵 汉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贾晨辰 （女）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团委书记

王莲珍 （女）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镇扬汽渡有限公司团
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陈晓倩 （女） 江苏油田矿区服务中心团委书记

葛 秀 （女） 中煤长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王 峰 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团
委副书记

丁 鑫 扬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团总支组织委员

张凯旋 江苏省餐饮行业团工委委员

李 灏 贵州驻江苏团工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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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团支部书记专项名单
（共 91 名）

周芸婧 （女） 南京扬子国投南京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江小伟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团支部书记

陈云翔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孙家巷社区团支部书记

靳 鑫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天山路社区团支部书记

金晓雨 （女） 南京市秦淮区五老村街道树德里社区团支部书记

王敏婧 （女）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团支部书记

张允波 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局机关团支部书记

刘 璐 （女）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第四团支部书记

项 冬 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团支部书记

余洪坤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团总支书记

石万江 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管理处团总支书记

陶 婷 （女） 江阴市传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时 清 无锡市梁溪区国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陈 皓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团支部书记

吴彦稷 宜兴市太华镇石门村团支部书记

柯菲菲 （女） 无锡市锡山区法院团支部书记

毛晓星 国家税务局无锡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团支部书记

赵凤鸣 江苏金驹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董 健 江苏灵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田园园 （女） 新沂市高流镇沟埃村村民委员会团支部书记



— 54 —

沈 宝 （女） 徐州市云龙区骆驼山街道金骆驼社区团支部书记

汤文平 （女）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团总支书记

沈 睿 （女） 徐州市火花学校团总支书记

李 波 （女） 徐州市贾汪区青年志愿服务队团支部书记

王 浩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天宁区税务局团支部书记

查 实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团总支书记

王天迷 （女） 常州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机关团支部书记

胡 丹 （女）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团总支书记、教工团支部书记

方瑜喆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城区域团总支书记

李 歌 （女） 中亿丰建设集团建筑产业板块团支部书记

宋雅珠 （女）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实验小学团支部书记

单 琳 （女） 常熟市琴川街道锦荷社区团支部书记

邹李晔 （女） 苏州市姑苏区白洋湾街道和美社区团支部书记

陈立佳 张家港市保税区行政审批局团支部书记

钱天云 （女）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姚新玲 （女） 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振新社区团支部书记

李晓峰 启东市王鲍镇中施村团支部书记

包灵玉 （女）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育才社区团支部书记

徐 晴 （女） 启东市实验幼儿园团支部书记

周 丹 （女）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姜启玉 （女）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团支部书记

王贺楠 （女）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黄海社区团支部书记

武 欢 （女） 连云港市海州区连岛街道大路口社区团支部书记

冯希全 连云港海事局机关第一团支部书记

曹雪莹 （女） 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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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 灿 （女） 盱眙县马坝镇马坝社区团支部书记

李康璐 金湖县银涂镇新胜村团支部书记

梅 晶 （女） 淮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大魏社区团支部书记

蒋 瑶 （女）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枫香路小学团支部书记

梁 莹 （女）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第一团支部书记

高玉龙 金湖县司法局团支部书记

杨 艳 （女）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徐玲玲 （女） 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美丽社区团支部书记

陈 哲 （女）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书记

许微微 （女） 东台市幼儿园团支部书记

徐学文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团支部书记

高 凡 阜宁县“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团支部书记

朱 慧 （女）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曹大康 江苏欧亚立日化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林宏涛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团支部书记

陈 慧 （女） 宝应县柳堡二妹子民兵连团支部书记

孔祥宇 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东关团支部书记

蒋盼盼 （女） 扬州市梅岭小学团支部书记

张 婷 （女） 扬州市江都区仙城中学教师团支部书记

吴竟启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赵 丽 （女） 镇江新区姚桥镇机关团支部书记

张雅文 （女） 扬中市西来桥镇西来村团支部书记

何苏云 （女）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其一村团支部书记

殷文平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团支部书记

刘 钰 （女） 镇江博物馆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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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娟 （女） 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白马社区团支部书记

王 政 泰州市姜堰区三水街道小杨社区团支部书记

王 璇 （女） 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许郑社区团支部书记

杨 芳 （女）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团支部书记

王 蓉 （女） 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集团团支部书记

纪新法 兴化市千垛镇千垛中心校北郊学校团总支书记

戚晓蕾 （女） 江苏永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胡连山 江苏华展环境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王 茜 （女） 宿迁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团支部书记

左仁部 江苏省宿迁中学高三年级团总支书记

朱 非 新生圩海关团支部书记

胡增辉 江苏省徐州监狱第二团支部书记

吴存恩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内科
团总支第三团支部书记

张 悦 （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工团支部书记

王 敏 （女） 中电莱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部团总支书记

魏珉杰 中石化江苏油田采油二厂卞杨生产班站团支部书记

宋 杉 （女）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设计中
心团支部书记

周 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信息处理研

究部团总支书记

任国星 中国核工业华兴有限公司田湾核电项目部施工支
持分部团支部书记

罗 健 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孙晨凯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团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