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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19 年度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和优秀团员、团干部拟表彰对象 

进行全省公示的公告 

 

根据《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青团吉林省委

员会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度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和

优秀团员、团干部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吉人社函〔2020〕

25 号）要求，省人社厅、团省委共同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

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和优秀团员、团干部评选推荐

工作。各地、各单位在基层推荐、自下而上、逐级审核、

严格考核的基础上进行了评选推荐，择优上报省评选表彰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

审，确定长春市直属机关团工委等 100 个基层团组织、张

佳奇等 100 名个人为拟表彰对象。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为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现按照

规定面向全省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时间

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7 日。  

公示期间，如对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

内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向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反映。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

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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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匿名反映的不予受理。我们将对反映

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并按有关规定做出相应的处

理。  

监督举报电话：0431－85876607 

来信来访接待机构：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  

通讯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1571 号  

邮政编码：130000 

 

附件：1.2019 年度全省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  

拟表彰对象名单  

2.2019 年度全省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拟表彰对  

象名单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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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度全省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 

拟表彰对象名单 

（团委 69 个，团支部 31 个，共计 100 个） 

 

长春市 

长春市直属机关团工委 

长春市教育局团委 

长春师范大学团委 

长春财经学院团委 

长春市养正高级中学团委 

长春世界雕塑园团总支 

长春净月潭旅游发展集团团总支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后勤第一团支部 

长春市绿园区艺凡艺术教育培训学校团总支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团工委 

榆树市实验高级中学校团委 

吉林亿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吉林市 

北华大学团委 

东北电力大学团委 

吉林市船营区致和街道越山路社区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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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昌邑区莲花街道团工委 

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团委 

蛟河市漂河镇团委 

永吉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管理服务总站团支部 

四平市 

四平市实验中学团委 

四平市铁西区仁兴街道益民社区团支部 

四平市铁东区七马路街鑫荣社区团支部 

四平诺雅口腔医院团支部 

双辽市职业中专团委 

梨树县梨树镇团委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团委 

辽源市 

辽源市交通运输局团委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团委 

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校团支部 

辽源市水务集团团委 

辽源矿业（集团）金宝屯煤矿团委 

通化市 

通化市中心医院团委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中学团委 

通化市东昌区东昌街道团工委 

通化县综合高级中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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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南县教育局团委 

柳河经济开发区团委 

白山市 

白山市财政局机关第一团支部 

白山市社会保险局机关第一团支部 

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团委 

白山市浑江区六道江镇团委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团支部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团工委 

抚松县松江河镇团委 

松原市 

松原市第二高级中学团委 

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团委 

长岭县三青山镇中学团委 

乾安县第一中学校团委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王府站镇团委 

白城市 

白城市公安局团委 

吉林白城工业园区团工委 

洮南市黑水镇旭日村团支部 

大安市慧阳街道城南社区团支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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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学师范分院团委 

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延吉市第四中学团委 

图们市月宫街道团工委 

珲春市新安街团工委 

安图县公安局团委 

长白山开发区 

长白山管委会第一高级中学校团委 

吉林省长白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白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梅河口市 

梅河口市图书馆团支部 

梅河口市第三中学团委 

梅河口市李炉乡团委 

公主岭市 

公主岭市第四中学团委 

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团工委 

公主岭市龙山满族乡团委 

中省直 

吉林省博物院团支部 

吉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第一团支部 

吉林化纤集团股份公司长丝九车间团支部 

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团委 



 - 7 - 

珲春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八连城煤矿团委 

吉林银行延边分行团总支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岭支行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朝阳区税务局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机关团委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市税务局办税管理中心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通榆县税务局团委 

国家税务总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税务局团委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团委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长白山机场公司团委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石化集团东北石油局有限公司团委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团委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场团总支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团委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春供电公司团委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通化供电公司团委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团支部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团总支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团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团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松原分公司扶余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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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重症医学科团支部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团委 

中建铁投集团城建公司团支部 

中海地产集团长春公司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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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全省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 

拟表彰对象名单 
（团员 50 名，团干部 50 名，共计 100 名） 

 

一、2019 年度全省优秀团员 

长春市 

张佳奇（女）长春市第十一高中高二（6）班学生 

翟朝旭      吉林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与环境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 2017 级学生 

柳  渤      吉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 2017 级学生 

孙  媛（女）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传媒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 

2017 级学生 

陈  鹤（女）长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专业 2019 级硕士

研究生 

何慧晗（女）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 2016 级学生 

高常望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管网输配中心科员 

王丽欣（女）长春公交集团 4 路驾驶员 

苗  壮(女，满族)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中心卫生院办公室科员 

沈然奇（女）长春市宽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王香燃（女）德惠市实验中学 2018 级（2）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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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雨含      农安县实验中学高二（1）班学生 

吉林市 

庞添元（女）吉林市第一中学校高三（7）班学生 

徐文秀（女，满族）吉林毓文中学高三（19）班学生 

徐梓锟      吉林毓文中学高二（11）班学生 

聂小凯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 2017 级学生 

刘思辰（女）吉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护理学 2017 级学生 

四平市 

李佳恒（女，满族）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2017 级学生 

华治阳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2017 级学生 

康馨心（女）四平市梨树县第一高级中学二年（1）班学生 

刘丁佳（满族）四平市伊通县第一中学二年（18）班学生 

辽源市 

郭天亮      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小学教育系 2017 级高专小

学教育（3 班）学生 

张庭瑄      辽源市第五中学校三年（1）班学生 

李舒宸      东丰县第二中学三年（20）班学生 

通化市 

高子涵（女）通化市第一中学高三（5）班学生 

张雨芊（女）通化市第一中学高二（5）班学生 

李坤宴（女）通化市第十三中学 2017 级（10）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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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斯迪（女）辉南县第六中学高三（17）班学生 

白山市 

许智乔      白山市第一中学高一（1）班学生 

张  苡（女）白山市第二中学高二（12）班学生 

宁子升      白山市第七中学高三（2）班学生 

王伟键（女）靖宇县靖宇镇人民政府党政办科员 

松原市 

姜汲轩      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 2017 级（24）班学生 

于  瀚      扶余市第二实验学校 2017 级（12）班学生 

常馨月（女）长岭县第三中学高一（4）班学生 

毕天祥      前郭县第五中学高三（2）班学生 

白城市 

程露仪（女）白城市毓才实验学校高二（3）班学生 

李子月（女）白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2018 级会计班学生 

郭桥桥（女）白城市洮北区洮河镇中心校教师 

王建平      白城市洮南市第一中学高三（12）班学生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崔敏菁（女，朝鲜族）延边第一中学高三（5）班学生 

刘丁睿（女，朝鲜族）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三（7）班学生 

隋政欣      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三（8）班学生 

长白山开发区 

张增良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党群工作部干事 

中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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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睿（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高三宏志班学生 

张  伟      吉煤集团珲矿公司板石煤矿采煤一区技术员 

张宇航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于浩淼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德惠分公司职工 

李登山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 NVH研究所车身声学包与气密封

分析员 

邵俊程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二道区税务局科员 

二、2019 年度全省优秀团干部 

长春市 

梁  雪（女）长春理工大学团委书记 

高书雅（女，满族）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团委副书记 

韩  雪（女）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团委副书记 

马文志      长春市养正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钱  丹（女）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乔明石      长春水务（集团）直属机构及三产公司联合团支部

书记 

肖  楠(女，回族)长春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副书记 

闻志斌（女）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 

杨  震      长春市二道区团委副书记 

刘  艳（女）长春经开区群团工作办公室团工委干事 

沈  浩      长春市九台区团委书记 

吉林市 

张海彬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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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海涛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李  越（女）吉林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兼政治

工作部副部长 

李  锐(女，满族)吉林市龙潭区团委书记 

四平市 

袁喜贺      四平市公安局巡逻支队团总支书记 

秦  楠（女）四平职业大学团委书记 

赵云铮      伊通满族自治县团委组宣部部长 

辽源市 

刘红言(女，满族)辽源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闫  龙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分院团委负责人 

张耘瑞（满族）东辽县第一高级中学团支书 

通化市 

庄添贺（满族）柳河团县委副书记 

陈晓宇（女）通化师范学院分院团委书记 

王  熙（女）通化师范学院团委干事 

白山市 

林桐叶      白山市公安局红旗分局禁毒中队长 

王萌萌（女）抚松县团委非公企业团工委书记 

林峻名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鹿沟镇龙岗学校少先大队辅导 

员兼团委书记 

松原市 

姜  兵（女）松原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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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禹      乾安县团委副书记 

王晓宁（女，蒙古族）前郭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团委书记 

白城市 

付志伟      白城市教育局团委负责人 

柴丽娜(女，满族)白城市实验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闫  阔      镇赉县团委书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张  婷（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牟柏德      延边大学农学院团委书记 

尹基峰（朝鲜族）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团委副书记 

朴  华（朝鲜族）龙井市智新镇团委书记 

高一杰（女）和龙市文化街道团工委书记 

长白山开发区 

吴天增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初级中学校团委书记 

梅河口市 

侯善辉      梅河口团市委组宣部负责人 

公主岭市 

李红亮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第一中学校团委书记 

中省直 

关  旸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刘子瑜（女）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安全检查部团支部书记 

赵  爽（蒙古族）九台农商银行办公室科员 

冯子宸      吉林大学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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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京（女，满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团委志愿服务部委员 

赖冰洁（蒙古族）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团委组织委员 

肖智天（女）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团委书记 

吴汉霖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临江市分公司团委书记 

杨  旭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