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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两红”“两优”集体与个人名单

（一）

“连云港市五四红旗团委（团工委）”名单

（共48个）

东海县高新区团工委

东海县卫健委团委

东海县青湖镇团委

东海县第二中学团委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团委

江苏灌云农村商业银行团委

灌云县初级中学团委

灌云县四队镇团委

灌云县圩丰镇团委

灌云县东王集镇团委

灌云县杨集镇团委

灌南县初级中学团委

灌南县实验中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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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苏州路实验学校团委

灌南县田楼镇团委

灌南县扬州路实验学校团委

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团委

赣榆区青口镇团委

赣榆区税务局团委

赣榆区住建局团委

赣榆区宋庄镇团委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团委

连云港市城头高级中学团委

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团工委

海州区宁海街道团工委

海州区浦南镇团委

连云港市新浦中学团委

连云区高公岛街道团工委

连云港市东港中学团委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连云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团委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团委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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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艺术学校团委

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行团委

中国银行连云港分行团委

江苏银行连云港分行团委

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团委

连云港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团委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省东辛农场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海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团委

江苏海洋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团委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团委

连云港开放大学团委

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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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连云港市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名单

（共45个）

东海县人民医院团总支

东海县中医院团支部

东海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东海经济开发区富华控股团支部

东海县李埝中学 2018 级 1 班团支部

灌云县财政局团支部

灌云县朝阳实验小学团支部

灌云县白蚬中心小学团支部

灌云县伊山镇昌和社区团支部

灌南县烟草专卖局团支部

连云港硕项湖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团总支

赣榆区黄海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连云港冠创家具有限公司团支部

中碳能源（江苏）有限公司团支部

赣榆区厉庄镇谢湖村团总支

连云港市徐山中学 2018 级团支部

海州区海昌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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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海州中等专业学校团总支

海州区新海街道西苑社区团支部

连云港市陇海步行街东街团支部

连云区宿城街道高庄村团支部

连云区墟沟街道院前社区第一团总支

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云河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制剂团支部

国家统计局连云港调查队团支部

连云港市国家安全局团支部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七团支部

连云港通信中心团支部

连云港市公路网管理与应急指挥中心团支部

连云港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团支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机关、瑞城置业公司联合团支部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 2018 级 1 班团支部

连云港高级中学 2019 级 7 班团支部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团支部

恒丰银行连云港分行团支部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团支部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金海置业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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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团支部

江苏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 174 团支部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医学院 2018 级全科 8 班团支部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会计专业 2019 年级 3 班团支部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财金系团总支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现代服务系团总支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医药系团总支

连云港市体育运动学校 2019 级 1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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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连云港市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共 94 名）

肖 潇 （女） 东海县人民医院住院医师

张文周 东海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办事员

胡丹青 （女） 东海县黄川镇科员

沈涵晨 东海县青湖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徐 晗 （女） 东海县烟草专卖局客户服务科综合管理员

田桐瑜 （女）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高二（1）班学生

支灵溪 （女）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高三（3）班学生

王 帅 灌云县同兴镇党建办一级科员

申 正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团委副书记

林子沐 （女）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二（1）班学生

郑 宇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二（1）班学生

王 钦 （女）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二（1）班学生

徐广一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二（16）班学生

卜 士 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高三（8）班学生

胡甜甜 （女） 灌南县第二中学高二（13）班学生

沈洛全 （女）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高三（18）班学生

王骞弘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高二（22）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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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源 灌南团县委办事员

王一纯 （女） 灌南县新安镇办事员

田 甜 （女） 灌南两岸青年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宣传编辑

姜 涛 江苏万年达杭萧钢构有限公司预算员

马子淇 （女）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高一(6)班学生

李沛泽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高二（3）班学生

相皓文 赣榆第一中学高二（9）班学生

董方惠 （女） 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行柜员

孙翔宇 赣榆区供电公司行政秘书

韦 雪 （女） 赣榆区金山镇红庄村乡村振兴专干

陆爽爽 （女） 赣榆团区委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 晓 海州区车站消防救援站雷锋班副班长

史沛树 海州区人民检察院一级科员

王子剑 连云港市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

金圣林 （女） 连云区墟沟街道团工委书记

李明明 连云区苏北计划项目办工作人员

徐尧玲 （女） 徐圩新区管委会团工委专干

叶昕冉 （女） 连云港华杰实验学校九（13）班学生

张洪萧 （女） 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办事员

卢 尧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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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寒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吴周强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六研究所装备制造部操作工

庞一龙 连云港引航站引航员

阮子梁 中国人民银行灌云县支行办事员

朱晋娴 （女）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麻醉医生

顾 雨 （女）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

周 鑫 （女）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张智恒 连云港市公安局见习民警

王自力 连云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一级警员

胡庆伟 连云港市公安局海防支队一级警员

刘嫣然 （女）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高三（15）班学生

赵千菀 （女）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高三（6）班学生

赵善旭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高一（21）班学生

刘昊轩 连云港市苍梧中学高三（14）班学生

王颖龙 江苏省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辅导员

丁浩宸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高二(12)班学生

梁 军 中国联通连云港分公司客户经理

马诗博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巡检

董洪达 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主办

赵若博 连云港市农发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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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城 连云港白塔埠机场配载员

陈 放 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会干事

卢佳慧 （女） 连云港金海环保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人力专员

茆 峰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客户经理

张泽瑞 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摄影记者

李志鹏 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灌云市场部家庭管理员

徐安杰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主控室操纵员

张艺赢 （女） 江苏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级动植物检疫181班学生

董 杰 （女） 江苏海洋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 182 班学生

吴雨晨 （女）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水产学院海洋渔业发展2019级学生

朱心雨 （女）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8级药学1班学生

吴逸怡 （女）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8级检验1班学生

樊文龙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信息系2019级软件2班学生

韩佳琦 （女）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公共管理系2017级社管班学生

潘 童 （女）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19数学教育1班学生

白玉贤 （女）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音乐学院）18学前教育卓越班学生

蒋振宇 （女）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会计专193班学生

戴 斌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电182班学生

龙奕彤 （女） 连云港开放大学人文经贸学院2017会计班学生

苏仕康 连云港开放大学工程技术学院2018级建工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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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雨笙 （女）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医药系2018级高职药学1班学生

王乐乐 （女）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医药系2018级高职中药3班学生

王 杨 （女）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现代服务系2017旅游高职班学生

车 星 （女）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机电工程系2019级数控高职班学生

张雨洁 （女） 连云港市体育运动学校2019级 1班学生

沈 悦 （女） 连云港市体育运动学校2019级 1班学生

孙家文 连云港市艺术学校 2018 级综合 2 班学生

张竞兮 （女） 连云港至嘉社会工作事务所志愿者

张馨睿 （女） 港城志愿者指导中心志愿者

孟昕炜 （女） 港城志愿者指导中心志愿者

赵芷萱 （女） 连云港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李筱彤 （女） 连云港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周冠宏 连云港清洁海岸服务中心志愿者

孙宇轩 （女） 连云港乐益社会工作事务所志愿者

韦国强 团市委权益部工作人员（苏北计划志愿者）

许利明 团市委统战部工作人员（苏北计划志愿者）

涂茂俊 团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苏北计划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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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连云港市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共61名）

支 荣 （女） 东海县烟草专卖局团委书记

李海军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王 颂 国网灌云县供电公司团委书记

郑贝生 灌云县实验中学团委书记

彭 娜 （女）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团委副书记

孙可亮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团委书记

温彦青 灌南县第四中学团委书记

杨苏丽 （女） 团灌南县委副书记（挂职）

付 军 赣榆区城管局团委书记

成 晓 连云港市厉庄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尚庆良 赣榆区海头镇团委书记

颜井意 江苏东浦精细陶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张媛媛 （女） 连云区云山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李慧君 （女） 团连云区委办公室负责人

杨文爽 （女）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刘 隐 （女）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花国栋 （女）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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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芳 （女） 云台山景区团委副书记

郭 宁 （女） 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委书记

季 言 （女） 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团委副书记

叶 敏 （女） 连云港市水利局团委副书记

于 龙 连云港市国家安全局团支部书记

王 彬 连云港市住建局团委负责人

刘骏杰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团总支书记

夏婷丽 （女）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团委副书记

杨晓明 连云港市中医院团委书记

马克文 连云港市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团支部负责人

谢家东 连云港海事局团委委员

梁 杰 （女） 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团委负责人

白欢欢 （女） 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行团委副书记

许洪铭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团委副书记

王美乐 （女） 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教师团支部书记

张天瑞 连云港市艺术学校团委书记

李大学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赵梓嘉 （女）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王奕然 （女） 连云港白塔埠机场机关团支部书记

金雨农 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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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容刚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团委副书记

李 瑞 （女） 中国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团委副书记

徐丹萍 （女） 江苏银行连云港分行团委书记

薛令君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处专职团干

聂 杰 （女） 江苏省东辛农场有限公司团委组织委员

韩丹丹 （女） 连云港市农业发展集团团委委员、江苏数字旗美公司团支部书记

魏建君 （女） 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管理五团支部书记

徐鸿凌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徐圩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团委干事

冀丽丽 （女） 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团委书记

姜 芬 （女）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委员

陈姝含 （女） 江苏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郭 戈 江苏海洋大学团委委员

葛余峰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医学技术学部团总支书记

刘 莉 （女）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旅游学院分团委书记

付 艳 （女）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团委副书记

刘芃炜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会计系团总支书记

陈秋蕊 （女） 连云港开放大学团委副书记

顾 娇 （女）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团委副书记

王 卓 （女）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团委委员

张 洁 （女） 团市委宣传部科员（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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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涛 团市委青发部科员（挂职）

曹珊珊 （女） 团市委办公室科员（挂职）

王 璟 （女） 团市委权益部科员（挂职）

乔 阳 （女） 团市委组织部科员（挂职）



—16—

（五）

“连云港市优秀共青团干部—团支部书记专项”名单

（共27名）

赵 标 东海县实验中学团委副书记、教师团支部书记

刁 乐 东海县第二中学团支部书记

任晓姝 （女） 灌云县人民法院团支部书记

王紫薇 （女） 灌云县人民检察院第一团支部书记

陈冬强 中国邮政灌南县分公司团支部书记

倪 舒 （女） 灌南县第二中学 2019 混合团支部书记

王 春 （女） 连云港市赣榆区海英草志愿者中心团支部副书记

王贺楠 （女） 赣榆区黄海社区团支部书记

张鹏飞 海州区新坝镇新西村团支部书记

武 欢 （女） 连云区连岛街道大路口社区团支部书记

边 慧 （女） 盛虹石化（连云港)港口储运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冯希全 连云港海事局机关第一团支部书记

王瑞瑞 （女）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通灌院区团总支副书记

王 璐 （女）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第六团支部书记

徐书亭 （女） 连云港市善后河枢纽船闸管理所团支部书记

徐东雪 （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教师团支部书记

张仕会 （女） 中国船舶第七一六研究所第四研究所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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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洁 （女）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团支部书记

周 丹 （女）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陈家玄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团支部书记

徐远洋 江苏新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团支部书记

王秀茹 （女） 江苏省东辛农场有限公司东辛农场团支部书记

杜 帅 连云港移动东海分公司团支部书记

殷 铭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机关团总支书记

吴 凯 连云港开放大学人文经贸学院团总支书记

王学谦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交通运输系团总支书记

张 鹏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医药系团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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