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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团北京市朝阳区委

北京邮电大学团委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团工委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街道团工委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团工委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团委

天津市

国网天津市电力有限公司蓟州供电分公司团委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团委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团委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团工委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团委

河北省永清县永清镇团委

河北省定州市清风店镇团委

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团委

团河北省滦州市委

河北工业大学团委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团委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团委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团委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花园街街道团工委

山西省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华洋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团山西省临猗县委

山西农业大学团委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团委

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校团委

山西省沁县中学团委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电业局团委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消防救援支队团委

呼和浩特市民族学院团委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六中学团委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团委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开鲁街道团工委

辽宁省

辽宁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辽宁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团委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团委

团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

辽宁大学团委

辽宁省鞍山市第五中学团委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金石滩街道团工委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朴屯街道团工委

鞍钢集团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吉林省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团委

吉林省长春市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团委

长春中医药大学团委

黑龙江省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团委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外国语学校团委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医院团委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团委

上海市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上海高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团委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团委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团委

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团工委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振东集装箱码头分公司团委

江苏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团委

江苏新誉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仁禾中衡咨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团委

江苏省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团委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团委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江苏大学团委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团委

江苏省扬州中学团委

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红军中学团委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团工委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团工委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幸福街道团工委

苏州金合盛控股有限公司团委

浙江省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团委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团委

浙江省金华未名信息科技园有限公司团委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团委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团委

团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团委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团委

温州大学团委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团委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团工委

安徽省

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团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团委

安徽迎驾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阳湖镇团委

安徽省寿县小甸镇团委

安徽省委办公厅机关团委

安徽省蚌埠市教育系统团工委

安庆师范大学团委

安徽省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团委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团委

福建省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团委

福建省建瓯市迪口镇团委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团委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团委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龙海第一中学团委

江西省

江西省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江西省新余市消防救援支队团委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团委

江西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团委

江西省崇义中等专业学校团委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团委

山东省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团委

沃尔德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齐都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山东世纪泰华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威海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团委

山东省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团委

山东省巨野县柳林镇团委

团山东省邹平市委

烟台职业学院团委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团委

青岛理工大学团委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团委

山东省新泰市福田学校团委

山东省德州市第一中学团委

河南省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团委

河南省平顶山市铁福来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河南省内乡县电商创业科技孵化园团委

河南省驻马店市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河南省中牟县刘集镇团委

团河南省兰考县委

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团委

河南理工大学团委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团委

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团委

河南省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团委

河南省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团委

河南省禹州市颍川街道南街社区团工委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平桥街道团工委

湖北省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团委

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团委

团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

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直属机关团委

武汉科技大学团委

湖北省十堰市实验中学团委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团委

湖北省石首市南岳高级中学团委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团委

湖北省潜江市德风学校团委

湖南省

湖南省涟源市石马山镇团委

团湖南省长沙县委

湖南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团委

南华大学团委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职业中专学校团委

湖南省湘潭江声实验学校团委

湖南省常德市第四中学团委

湖南省沅陵县第一中学团委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团委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团委

广东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团委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团委

广东省广州市立白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维达纸业 （中国） 有限公司团委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团委

广东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团委

团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

广东医科大学团委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广东财经大学团委

广东省茂名市第十中学团委

广东省汕头市金山中学团委

广东省梅州市技师学院团委

广东省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团工委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道团工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团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委

广西科技大学团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团委

海南省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东方电厂团委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团委

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华侨中学团委

重庆市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团委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团委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重庆市求精中学校团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团委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团工委

四川省

国网四川省电力有限公司德阳供电公司团委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团委

团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委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直属机关团委

西南财经大学团委

成都中医药大学团委

西南石油大学团委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团委

四川省广元市川师大万达中学团委

四川省富顺县第二中学团委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团委

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团委

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团委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团委

贵州省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供电局团委

团贵州省赫章县委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团委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航天高级中学团委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团委

云南省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景洪水电站团委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团委

云南省瑞丽市畹町镇团委

团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

昆明学院团委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团委

云南省大关县第一中学团委

云南省陆良县实验中学团委

西藏自治区

国网西藏自治区电力有限公司拉萨供电公司团委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团委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团委

陕西省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炼化公司榆林炼油厂团委

团陕西省丹凤县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团委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第一中学团委

陕西省榆林市第十三中学团委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红旗街街道团工委

甘肃省

团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

兰州大学团委

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团委

青海省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公司团委

青海省贵德县新街回族乡团委

青海民族大学团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团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中学团委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团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街道团工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团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精河镇团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团委

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委

喀什大学团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团委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暨第一附属医院团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委

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团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二二四团团委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251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69316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091 部队机电部门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478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82 部队团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某学院学员 8大队团委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太原支队团委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河南省总队焦作支队团委

全国铁道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动车段团委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工务段团委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全国民航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团委

中国民用航空广西安全监督管理局团委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

中央和国家机关

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机关团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团委

商务部直属机关团委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团委

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团委

中央金融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太平人寿辽宁分公司团委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团委

中央企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团委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

术分公司团委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团委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工委）名单
（共285个）

李 莎 （女）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学生 拉巴平措 西藏自治区日土县公安局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民警

追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共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