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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理工团发【2017】12 号

关于表彰 2017 年度陕西理工大学共青团工作先进集
体、优秀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学生分会、各学生组织：
2016 年以来，全校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群
团工作会议精神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紧扣青年学生思想引领和成长成才服务工作中心，努力推进团的
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广大团员青年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校园内外进一步弘扬了新风正气，传递了
正能量。这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奋发有
为、
再创佳绩，共青团陕西理工大学委员会决定，授予陈进波等 572 名共
青团员“陕西理工大学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田青等 208 名共青
团干部“陕西理工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授予曹磊等 144 名学
生干部“陕西理工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称号，授予化学学院环工
1501 团支部等 63 个团支部“陕西理工大学优秀团支部”称号，授予
数计学院信计 1501 团支部等 40 个团支部“陕西理工大学班团日活动
先进团支部”称号，授予艺术学院音乐 1401 团支部等 12 个团支部
“陕西理工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
勇创一流，在团的事业和学习工作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希望全校各级团组织、广大团员和团干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学习，以他们为榜样，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高校共青团改
革实施方案》和《关于新形势下推进从严治团的规定》文件精神，紧
紧围绕共青团“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四维工
作格局,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学校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这一中心工作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2017 年陕西理工大学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名
单。

共青团陕西理工大学委员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017 年陕西理工大学共青团工作先进集
体、优秀个人名单一、五四红旗团支部(12 个)
音乐 1401 团支部、应化 s1401 团支部、电子 1502 团支部、信管 1502 团支部、人力 1501 团
支部、材控 1501 团支部、心理 1401 团支部、国贸 1502 团支部、工管 1501 团支部、
生科 1402 团支部、爱心俱乐部团支部、大学生阳光公益协会团支部二、优秀团支部

（63 个）
数计学院:数应 S1401 团支部、统计 1502 团支部、数应 1502 团支部、数应 1501 团支部、
计本 1602 团支部
化学学院:化学 1502 团支部、环工 1501 团支部、化学 1401 团支部、生工学院:食品 1401 团
支部、生工 1401 团支部
体育学院:体教 1501 团支部、体教 1502 团支部、社体 1501 团支部文旅学院:地理 1403 团支
部、旅游 1402 团支部、 地理 1601 团支部

物电学院:物理 1602 团支部、通信 1602 团支部、电子 1503 团支部、物理 1402 团支部
文 学 院:中文 1401 团支部、中文 1502 团支部、中文 s1501 团支部、对外 1502 团支部、
中文 1603 团支部
土建学院:土木 1402 团支部、土木 1604 团支部
教科学院:幼教 1403 团支部、幼教 1501 团支部、幼教 1602 团支部
机械学院:机自 1303 团支部、能动 1401 团支部、机自 1404 团支部、测控 1501 团支部、
机自 1502 团支部、车辆 1601 团支部
材料学院:材料 1601 团支部、高分子 1501 团支部、金属 1601 团支部、 高分子 1401 团支
部艺术学院:美术 1501 团支部、视传 1501 团支部、美术 1401 团支部、 音乐 1503 团支部
电气学院:自控 1401 团支部、电气 1503 团支部、自控 1502 团支部、电气 1604 团支部
管理学院:会计 1402 团支部、工业 1501 团支部、人力 1502 团支部、工商 1501 团支部、
营销 1601 团支部、物管 1602 团支部
外语学院:英语 1501 团支部、英语 1504 团支部、英语 1402 团支部经法学院:国贸 1402 团支
部、法学 1501 团支部、经济 1401 团支部
社团团支部:秦巴卫士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团支部、大学生绿色卫队团支部、法学社团支部

三、班团日活动先进团支部（40 个）
数计学院:信计 1501 团支部、信计 1502 团支部、信管 1602 团支部化学学院:化工 1501 团支
部、化学 1601 团支部生工学院:食品 1501 团支部、生工 1501 团支部体育学院:社体 1601 团
支部、运训 1601 团支部文旅学院:旅游 1501 团支部、历史 1601 团支部
物电学院:通信 1501 团支部、电子 1603 团支部、通信 1401 团支部文
学 院:中文 s1401 团支部、广电 1501 团支部、中文 1601 团支部土建
学院:土木工程 1403 团支部、工程管理 1401 团支部教科学院:教技
1403 班团支部、心理 1501 班团支部
机械学院:机自 S1401 团支部、工设 1501 团支部、机自 1503 团支部材料学院:金属 1602 团支
部、材控 1402 团支部、材控 1502 团支部艺术学院:环设 1502 团支部、美术 1502 团支部、音
乐 1603 团支部电气学院:电气 1405 团支部、电气 1505 团支部
管理学院:会计 1501 团支部、会计 1502 团支部、人力 1601 团支部、人力 1602 团支部外
语学院:英语 1502 团支部、英语 1601 团支部经法学院:思政 1501 团支部、思政 1502 团
支部四、优秀共青团员（572

名）

数计学院:陈进波、吴晓娟、吴丽君、祝龙玥、刘莅峣、陈小丽、刘佳康、邢新哲、王莉
丹、王 钒、王 静、王 星、贾 坤、贾 威、刘 飞、袁 润、杜 杰、韩 聪、张梦圆、赵
亚静、洪镱铷、李欣然、周 颖、仵江月、闫 斌、黄应周、邓钰敏、吴晓城、马辽辽、

段家琦、王逸飞、曹思凡、罗 豪、孙 峥、田 睿、张 磊、翟阳敏、张 琪、王喆杰、王
明、黄泰朝、王 婧、李青青、王高伟、贾鑫洁、
郭 洲、高 昂、吕天笑、韩丹丹、杨 帆、马祎航、晁岳腾
化学学院:杨佳红、高杰苗、李一粒、张 升、段玉宁、王瑞雪、王银海、路 希、樊 卓、高
伟锋、刘赟妮、刘丹丹、张 娜、马蓉蓉、杨李东、刘 阳、王 亚、牛静静、李平安、陈雨
心、张乐梅、朱 敏、王 莉、张 帆、王亚婷、刘玉芸、黑圆圆、
邢晓栋、宋 瑶、张宇佳、周 渊、任静茹
生工学院:张小芳、冯 光、蔡 莹、方素雯、张佳磊、张 康、申小磊、孙海妮、雷 娇、薛
洋、赵栗纬、刘剑东、曹乃鑫、黄 柯、刘腾美、张 静、黄国明、吕营营、
邓家欣、寇志安、穆阿宁、王秦军、王少伟
体育学院:陈晓亮、宁文斯、李 岩、杨 雪、于清洋、王久星、宋 斌、寇孝通、李永杰、余
垚、张舒丹、兰子卉、俞 航、赵陈梅、喻思佳、刘立敏、俞昌泉、吴 潇、
张 悦、满小锐、赵江南、田 源
文旅学院:余肖梅、敖 涵、郑旭东、李雪榕、袁 吉、薛文欣、戴成成、兰 杨、贺靖懿、徐
犇、冯俊霄、李 峰、朱嘉琳、贺芳枝、杨思凡、齐昌峰、陈华华、杜 伟、
田则宇、赵晨阳、许 汾、姚祖强、王淋萱、董 璐
物电学院:郭 莹、蒋智源、谭飞超、余佳琪、高 天、马承睿、朱雨馨、方 良、陶洁雅、杜
瑞芸、 姚佳彤、醋文浩、杨媛媛、蒋甜甜、白 雪、杨欣欣、彭晓洁、杨 苗、靳淑雅、韩
香、 雷 航、张 倩、李奕杉、辛 祥、闵 小、陈守霞、刘 娟、周 琨、刘蕴涵、杨新维、
殷 磊、杨新超、闫晓平、方子晨、赵三妮、李 伟、
李怡飞、彭 磊
文 学 院:梁孟儿、吉文君、吴 盼、刘可欣、唐正安、王函英、岳丰凯、胡 娇、陈喜歌、
王 瑶、陈晓玥、白 瑛、姜晓帆、曹文哲、黄文思、董 璐、吕文萌、贺雨婷、韦旭宁、
汪 茜、张 茹、宋章南、谭 英、胡明暄、刘睿茜、李法丹、张丽萍、吕艳玲、许 静、张
蕊、陈祎满、王 刚、唐万涛 、李艳辉、高丹丹、高田圆、
何静茹、孙云常、王启昕、王博涛、王 培、首欢欢
土建学院:蔡佰兴、孙黎明、邓永正、刘星雨、蒲晓娟、薛 璞、向 凯、杨文力、彭腾召、
张 琪、杨 森、任明明、梁 倩、王奕棠、李 恒、郑一钊、章 彤、任海蓉、
毕绍荣、李依诺、李媛欣、王 娟、王 开、赵 毅、刘 钰、黄 新、马 豪教科学
院:蔚红霞、贠锦锦、高 沛、王 亮、宁艳丽、谭金敏、张 珂、孙明强、唐浩邦、吴 刚、闫
晓鑫、周明英、吴 丹、吴 婷、丁雪玲、夏文煜、 杨培文、谈 娇、解璐瑶、国钰昕、姚南
姣、韩思雨、邢泽鹏、宋皓蕊、马 晶、王一丹、郑超逸、

陈思亮、刘渭、邓若涵
机械学院:周 鑫、邢 思、熊 超、魏 凯、王博通、梁喜峰、石玮刚、臧菊妍、吴 镇、高向
阳、薛 珂、苏拔峰、刘丽萍、许 琴、贺子华、刘 环、闫陇奇、刘晓飞、陈佳乐、王祥
文、王 进、李阿权、王 刚、赵 强、刘家乐、曹峰博、曾 华、陈翔翔、丁雅倩、董文
奇、亢 旭、马甜露、王 健、徐高翔、薛 昭、张利柱、何 泽、钟运俊、雷冬冬、纪琦
峰、王 豪、王 艳、杨 瑞、铁紫荆、杜 磊、
任鸿飞、张高远、高宏波、袁 峰、周小康、康亚茹、贺明星、杨永迪
材料学院:张少丹、章志恒、范高敏、杨若男、侯旭倩、王 颖、赵碧芳、周利娜、冷加万、
杨圣凯、庄卫军、李张萌、史铁柱、范影强、赵馨月、陈 浩、张 咪、李 姿、李怡芳、
吴伟超、冯俊俊、王沛锦、张利超、麻龑卓、余家辉、杨 奔、徐 瑶、李 梦、但颖迪、
郝 丹、严 潇、曹晓璞、屈 乐、常兴盛、刘 琛、郑 斌、
魏苗苗
艺术学院:王丽丽、彭雅莉、谢 鑫、李 琳、杨 娟、丁 潇、薛瑶涵、王莉雯、杨玉芳、张
婧楠、刘姝宇、顾 悦、邵梦晨、蔡成尧、袁 斌、杨 淼、祁一凡、高 祺、邓小仙、朱海
艺、郭 依、艾一丽、蒋 好、薛 旺、林皎月、白绍峰、毕书旗、王雨飞、刘宝军、严
倩、严灵易、李赛男、谭 爽、肖 瑞、邹歆茹、王力娜、
薛 霖、赵 琳、胥泓帆、李雪峰、程金丹、陆珺怡
电气学院:张 蕾、雷晓亮、梅雪怡、曹 扬、杜柏江、乔 林、谢娇娇、吴 星、姚可欣、李
英杰、穆瑞东、刘 涛、陈思羽、耿 旺、赵 倩、任舒欣、刘 文、张家铭、王伟朋、张雨
龙、曹建军、韩 睿、赵婉婷、孙 俏、董亭飞、左 倩、边佳超、权学红、马丽亚、张
杰、邓安亮
管理学院:杜戈兰、孙 帅、丁 文、杨 琳、张育铭、李丹丹、白 杨、张 斌、高 凡、许
磊、齐青青、井兴兴、乔 磊、曹 秀、卫江濂、王 倍、杜 娟、曹星浩、许 倩、
姚嘉艺、潘瑜蓉、毛 敏、伍 茜、邓 帆、李 倩、王 晨、邢怡朵、朱云登、樊梦
楠、吴文兵、董清宇、蒋文靖、李 东、雷凯莹、庞富帅、惠晨天、王莎莎、杨健
妮、高建红、李 娜、汪言圆、陈 团、李 建、王 璇、郭小玉、吴耶迪、马一江、
田璐瑶、刘 飞、张洛铨、丁裕俊、叶 紫、路梦子、熊 优、乔东东、王雨雨、刘
悦、吴 倩、黄 鹏、田志方、贾涵程、李倩文、史梦琦、
王 乐
外语学院:汪 勤、周 嫚、薛翠珍、薛 晴、姬 乾、吴东艳、崔 杰、张世灵、李珊珊、叶子
菊、李 芳、刘 倩、王 芳、蒋天添、李晋宸、陈梦麒、何 锐、周雨濛、
李 强

经法学院:陈嘉婷、黄嘉省、马热克、翁香倩、魏 薇、张凯秦、龚雪莹、黄彦杰、张博鑫、
张芸菲、朱 媛、王文秀、蒋煜宇、车 斌、李茜童、刘岳强、许 鹏、张 洋、邢 勇、李
伟、段明飞、杨 冲、金 超、丁竹清、安 莹、邢静莉、马潇凡、马晓艳、赵雅静、曹小云、
穆文强、周 翠、周 静、柴 栩、李泽宇、汪小莉五、优秀共青团干部（208

名）
校级团属学生组织:田 青、魏璐瑶、梁永强、吕陇梅、杨对强、同江钊、李乐乐、王 蕾、
党奕勋、张意茹、高悦涵、周雨濛、乔 港、孙笑言、石雯妍、张馨怡、
黄鸣远、孔令明
数计学院:曹方洲、冯鼎泉、刘 迁、刚 奔、常云巍、宋宗兴、许 栋、罗慧林、杨旺飞、
罗 颖、黄恒博、蒋晓毅、张 威、郑若涵、张权礼
化学学院:梁艳莉、刘锰钰、苏瑞卿、李林涛、王 璐、袁粉粉、刘崇彬、刑夏璐、王佳浩、
靳柯杰、郭陈思、郭晓莎、吕梦丹
生工学院:刘正浩、李东森、刘昌财、卢思远、唐铖铖、张 娜、许 兰、贺一凡、陈小龙体育
学院:宁 瑞、李丽媛、王 庆、韩明飞、马伟华、杨祥浑、曹志欢、张添倬文旅学院:苟正
豪、凤丽颖、李亚兰、刘静妮、闫虎杰、寇嘉钰、陈 桐、高迎春
物电学院:吴小越、朱震宇、赵 桦、王 涛、叶倩文、李彩霞、陈 开、张蓓蕾、吕腾博、
袁 宵、王智民、曲学焘、叶向阳、何凯超
文 学 院:詹 欢、刘 聪、周慧莹、刘燕婷、吴 丹、吴佳瑶、梁春阳、李晨翀、周 山、
陈 垚、陈 阳、许宸玮、许德坤
土建学院:毛智林、赵文辉、蒿乐毅、刘程曦、吴俊林、陈 治、魏浩然、宋婉恬、刘晨曦教
科学院:董新阳、侯 晔、刘李帅、郭欣欣、张宜娜、吴 怡、薛 路、李佳馨、宋亚斌机械学
院:魏 星、惠 宠、赵文菲、李晗旭、苏倩倩、宁少甫、雷 雨、彭高高、仝启明、武欣娜、
胡晶艺、郑 航、杨 梅、李 莹材料学院:张婷婷、许文静、赵雄飞、赵腾雄、徐翌童、周思
雨、党 乐、蒋建丽、高 越、
容嘉雯、李奕辰、李嘉欣、赵文悦、王言眸
艺术学院:刘 苑、钱建超、张 强、李晓静、丛亚超、石 欢、钭薇企、周哲文、李雯琪、
张钊玮、何亚楠、方 丹、罗 丹
电气学院:刘锐腾、张赛飞、陈 发、任 倩、王 立、曹志坤、赵 玲、朱 敏、秦屹然、
傅宇清、焦姝尧、马赵勇
管理学院:盛 洁、白珂瑞、闫乘乘、周纹露、赵梦玉、袁嘉兴、杨 欣、潘 晶、许 塞、
张 涛、刘富舂、赵 妮、闫亦男、朱嘉辰、刘 宾、张逢萍、王 彬、申牡丹
外语学院:赵思宇、任 欢、姜 梦、付晓韵、侯仪斐、韩玉萧、谭恒敏、杨雨亭

经法学院:姚 多、青耕涛、谷泽鹏、万思雨、刘 琦、吴苏燕、杨越华、潘欣如、刘 婷、

王 艳 凤 、 白 雪、邢

英、曹静静

六、优秀学生会干部 （名）144

校学生会:曹 磊、梁 琦、刘学庆、田 冲、魏 航、杨 丹、张梓洵、周天瑶研究生会:王
磐、陈祎满、周宗昊、周 酉、乔 伟、韩思雨、王长伟、王 家
社 联 :闫 婷、雒雨萌、高诗洋、郑锦丽、徐一帆、薛思晨、任梦飞、梅 丹大
艺 团:张文涛、黄 辉、王 琰、徐 薇、王智民、陈 文、唐 坤、单 心数计学院:
路则通、冯 蕊、舒 畅、万 斌、黄国栋、吕丽萍、吴羽焘、马 腾化学学院:王文
丹、苏冰妮、杨 梅、李 彩、王 欣、唐谋金、解来遒、姜 伟生工学院:邢国华、
李小龙、李 奔、李凯亮、王 斌体育学院:张安学、潘晓龙、刘东旭、王新慧、郭
浩博文旅学院:王 慎、余 娟、孙姣姣、单 航、贺 欢
物电学院:谢景丽、陈 恒、管欣忆、张攀飞、吕璐瑶、刘增明、刑 可、廉会鑫文
学 院:赵云嘉、李 望、张林旭、何娅秋、张国靖、田 娜、李 梦、刘 航土建学院:
白西柯、田 聪、东 振、王星亮、张林波教科学院:王益彬、王言昆、王 琳、贺
喜、张 静
机械学院:李 涛、陈鲁楠、李泽熙，马茁昱，何国栋、关佳辉、杜康伟、申宏涛材料学院:赵
卡茜、李元琪、杨 成、张开来、赵展飞、高 阳、仇 美、杨思远艺术学院:周 舟、魏裙倚、
席文涛、赵瑞雪、王 兴、栾海峰、黄筠茜、宋雅静电气学院:赵 阳、雷 曦、张冠宇、马一
榕、赵佳玮、梁润畅、申尚凯、韩祎菲
管理学院:刘汪洋、马天苏、李靖文、姚 颖、刘玉莹、张金生、咸会存、潘玉宝、朱笑宇、
李 璐
外语学院:牛晨曦、万化南、王芙蓉、杜 甜、安张钰
经法学院:王 乐、王 玮、张 乐、周常玮、贺力瑞、王泽曼、赵 榛、郝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