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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湖州市委文件

团湖 〔２０１８〕１号

★

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团委、

先进团委（团支部、团总支）、优秀团员和

优秀团干部名单的通知

各县（区）团委，开发区、度假区团委，市各直属团组织：

２０１７年，全市各级团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践行四

新、助推赶超、服务两高”为主线，深入推进让青年走在转型升级

前列、“爱在湖城”志愿服务、青少年“生态 ＋”、青少年成长助力、

共青团改革攻坚五大行动，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实现新突破。

为总结经验，树立典型，推动工作，共青团湖州市委决定授予

吴兴区埭溪镇团委等 ２０个团委“市级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授予久盛控股集团团委等 ４２个团委“市级先进团委”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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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德清县新市镇初级中学团支部等 ４０个团支部（团总支）“市

级先进团支部（团总支）”荣誉称号；授予陈佳琪等 ８０名同志“市

级优秀团员”称号；授予丁璐婕等７２名同志“市级优秀团干部”荣

誉称号。

希望获得荣誉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以此为新的起点，再接

再厉，再建新功。全市各级团组织、广大团员青年要以先进为榜

样，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为湖州加快赶超、实现“两高”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附件：１、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２、２０１７年度市级先进团委名单

３、２０１７年度市级先进团支部（团总支）名单

４、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优秀团员名单

５、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优秀团干部名单

共青团湖州市委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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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共２０个，排名不分先后）

吴兴区埭溪镇团委

吴兴区高新区团委

南浔区南浔镇团委

南浔银行团委

德清县钟管镇团委

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团委

长兴技师学院团委

长兴县水口乡团委

安吉县天子湖镇团委

安吉新闻集团团委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街道团委

太湖旅游度假区仁皇山街道团委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团委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团委

湖州银行团委

市公安局团委

市中心医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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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团工委

湖州五中团委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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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７年度市级先进团委名单
（共４２个，排名不分先后）

吴兴区八里店镇团委

吴兴区朝阳街道团委

吴兴区织里镇团委

久盛控股集团团委

南浔区和孚镇团委

浙江长城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德清县舞阳街道团委

德清县新安镇团委

德清县国家税务局团委

德清县高新区团委

长兴县交通运输局团委

长兴县教育局团工委

长兴县龙山街道团委

长兴县农业局团工委

安吉县章村镇团委

安吉县国家税务局团委

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安吉县昌硕街道团委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溪街道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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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山街道团委

太湖旅游度假区滨湖街道团委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分团委

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团委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商贸与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市市场监管局团委

市商务局团工委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团委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团委

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团委

湖州广播电视总台团委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团委

中国移动湖州分公司团委

中国电信湖州分公司团委

浙江邮政湖州市分公司团委

中石油浙江湖州销售分公司团委

湖州交通学校团委

双林中学团委

吴兴高级中学团委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团委

练市中学团委

湖州一中团委

湖州二中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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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１７年度市级先进团支部（团总支）名单
（共４０个，排名不分先后）

吴兴区朝阳街道碧浪湖社区团支部

吴兴区国家税务局团支部

吴兴区龙泉街道学士府社区团支部

湖州市菱湖一中团总支

南浔区双林镇莫蓉中学团支部

南浔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团总支

德清县新市镇初级中学团支部

德清县乾元镇中心小学团支部

德清县雷甸镇初级中学团总支

百灵公益团总支

长兴县国家税务局团总支

长兴县人民法院团支部

安吉县昌硕街道凤凰社区团支部

安吉县财税局递铺分局团支部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团支部

湖州市南太湖科技创新中心团总支

湖州市仁皇山街道仁皇山二社区团支部

太湖旅游度假区湖滨村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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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２０１５２９３４团支部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２０１５０４１２团支部

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第三团支部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文秘１５０１班团支部

湖州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团支部

中石化湖州分公司苏台山油库团支部

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团总支

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团支部

市第三人民医院第三团支部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团支部

中铁十六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２２８国道（玉环段）工程项目团支部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市区供电服务中心团总支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兴电厂青鹭团支部

湖州南浔浙北大厦购物广场团支部

湖州五中初中余家漾校区９０６班团支部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烹饪１６１团支部

南浔中学高二（１）班团支部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１４１５班团支部

菱湖中学高二（１）班团支部

市教育康复学校团总支

市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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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优秀团员名单
（共８０名，排名不分先后）

倪　程　　吴兴团区委办公室干部

戴　丹　　吴兴区龙泉街道大通桥潘公桥社区宣传干事

张晓霞　　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残联专管员

钟振宇　　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府干部

朱双双　　吴兴区高新区管委会团委副书记

朱宇宁　　吴兴团区委文秘

许　敏　　南浔区练市人民医院收费员

宜佳莉　　谱拉歌世服饰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毛宇颖　　南浔区马腰中学学生

潘冠雄　　南浔区菱湖镇人民政府党政办科员

沈篧辉　　南浔区千金镇卫生院医生

沈　欢　　湖州南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办事员

章洁芬　　德清县武康街道祥和社区团支部书记

沈　佳　　德清县禹越中学团支部书记

吴　佳　　德清县人民医院内科团支部书记

姚　剑　　德清县市场监管局团委书记

陈月苗　　德清县高级中学学生会纪检部部长

钱　宁　　德清县第一中学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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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琪　　长兴零距离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

刘景萍　　长兴县交通运输局团委副书记

潘　金　　长兴农商银行金陵路支行会计主管

章思思　　长兴县雉城街道党政办副主任

陈璐佳　　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人资部科长

李秋欢　　长兴县行政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

张　英　　安吉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团委副书记

阮国锋　　安吉县孝丰镇团委副书记

胡宗泽　　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团支部书记

汪华锋　　安吉县人民政府孝源街道办事处干部

朱曦禾　　安吉实验初中教育集团团委宣传委员

朱月秋　　安吉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综合文员

胡加奇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湖州环太湖集团有

　　　　　限公司工程管理人员

吴佳伟　　湖州机床厂有限公司技术员兼团支书

周城城　　太湖旅游度假区仁皇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来金星　　湖州师范学院工学院学生

毕凯达　　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团支部书记

张欢甜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社团联合会主席 　

　　　　　兼校学生会副主席

许思虹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分团委秘书长

周雅雯　　湖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全民健身团团长

许陶颖　　湖州师范学院团委青春宣讲团团长兼学生会副主席

陈加伦　　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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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雨清　　湖州师范学院护理学院青年网络小组成员

王桢涵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分团委秘书长

泮叔峰　　湖州师范学院团委组织部部长

金莹莹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青年志愿者站站长

张　锦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戴越婷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商贸与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副秘书长

郝煜森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与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

郑　珂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

张　晗　　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科员

吴晓华　　市妇联童心园教师

钱　思　　市政务办国税窗口办事员

孙青青　　市科技馆展教辅导员

蒋屹南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

奚　民　　市公安局织里分局织北派出所民警

姜　宾　　市公安局南浔分局南浔派出所民警

杨　帆　　中钢集团仓库管理员

吴　倩　　市中心血站团支部委员

金钱菽　　市港航管理局技术设备科科员

罗　侃　　中国联通湖州分公司无线网络优化工程师

蔡思琪　　浙江邮政湖州市分公司会计

鲍莹莹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职工

陈美娜　　湖州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刘兆林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部员

卜　鹏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运维室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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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维护部技术员

施旭飞　　湖州交通学校团委委员

陈晶晶　　湖州五中凤凰校区团支书

王思敏　　双林中学学生会主席

王传龙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校学生会主席

陈　昊　　湖州中学高三（３）班班长

袁春琼　　南浔中学校学生会主席

沈云天　　吴兴高级中学高二（９）班团支部宣传委员

计佳慧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团委秘书长

戴希恬　　湖州一中团委副书记

谢诗怡　　练市中学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叶子金　　菱湖中学团委组织委员兼校学生会主席

孙黎淼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学生会主席

杨淑芸　　湖州二中学生会主席

潘　敏　　市教育康复学校教师

周　萍　　市特殊教育实验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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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２０１７年度市级优秀团干部名单
（共７２名，排名不分先后）

刘　欢　　湖州第四中学教育集团团委副书记

梅　磊　　吴兴区环渚街道团委书记

许昌斌　　吴兴区爱山街道办事处团委书记、司法所所长

薛菁菁　　吴兴区人民检察院科员

杨　晨　　吴兴区道场乡团委书记

王新光　　南浔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团工委书记兼办公

　　　　　室综合科长

沈国宏　　南浔区旧馆镇团委书记

胡利荣　　南浔区善琏镇团委副书记

金利霞　　南浔区和孚镇新荻村团委书记

叶　颖　　南浔区石淙镇石淙社区团支书

姚　萍　　德清团县委工农部副部长

金　鑫　　德清县洛舍镇团委书记

沈文祥　　德清县莫干山镇团委书记

姚　瑶　　德清县阜溪街道团委书记

宋贤良　　德清县供电局团委书记

章　琪　　德清县交通运输局团委书记

周　爽　　长兴县煤山镇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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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彬斌　　长兴县洪桥镇团委副书记

郭勤民　　长兴县水口乡团委副书记

周　超　　长兴县夹浦镇团委副书记

佘蒙迪　　长兴县人民医院团委书记

王　菲　　长兴县教育局团工委书记

丁璐婕　　安吉团县委办公室主任

范　怡　　安吉县林业局团委书记

葛　迪　　安吉县杭垓镇团委书记

孙丽婷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团委书记

张　彬　　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团委副书记

张泽人　　安吉县鄣吴镇团委书记

胡治刚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团委书记、招商五局局长

孙青青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山街道办事处团委书

　　　　　记兼办事处副主任

尹　磊　　太湖旅游度假区滨湖街道团委书记

胡　丹　　太湖旅游度假区长田漾管理处团支部书记

张　辉　　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团委书记

俞　菲　　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团委宣传委员

付百峰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员

蒋汉伟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辅导员

魏　健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分团委书记

费　甜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彭　鹏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卢丙成　　市人力社保局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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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夏瑜　　市国税局团委副书记

杜泉锋　　市规划局团委委员

赵亚琪　　市公安局团委委员兼机关团支部书记

杨　悦　　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团委书记

胡华成　　市卫生计生局团工委书记

邵　婕　　市妇幼保健院团委书记

沈美红　　市急救中心团支部书记

钱飞飞　　市第三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

宋圣伟　　市交通运输局团工委书记

张丛益　　市商务局团工委副书记

费丽君　　中国电信湖州分公司团委青工委员

周炜嘉　　中国联通湖州分公司团委副书记

张卓娅　　中国石油湖州分公司团委书记

吴云飞　　美信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团委书记

孙波翔　　中国移动湖州分公司团委生产委员兼项目经理主管

王　昱　　湖州大剧院管理中心团支部委员兼市场部策划

杨佳璐　　湖州广电梅地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董寒宇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团委副书记兼营销部专职

李国强　　华能国际电力公司长兴电厂团委委员

李　想　　湖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政治处科员兼团支部书记

梅臻炜　　湖州交通学校团委委员

朱沅沅　　湖州五中仁皇山校区团总支书记

薛小凤　　双林中学团委书记

张沈龙天　　湖州中学高三（１）班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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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楼天天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团委副书记

陈慧珊　　练市中学团委宣传委员

王　丽　　湖州一中团委书记

张书怡　　埭溪中学团委副书记

尹　杰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团委书记兼校务办主任

凌　旭　　湖州二中团委副书记

梅远婷　　团市委工农学少部部长

沈建兰　　团市委组宣部副部长、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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