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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第十一团支部

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北京先智创科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团支部

北京华嘉专修学院电竞学院团支部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玉桥南里南社区团支部

北京市平谷区渔阳地区办事处迎宾花园社区团支部

天津市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假日风景社区团支部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经开区支队八大街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塘沽海关团总支

天津市雍阳中学团总支

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第四团支部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河北省

中国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团

总支

河北乾元红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河北宝成重工有限公司团支部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钢铁北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河北省涉县交通运输局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宁晋县税务局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衡水海关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廊坊市安次区税务局团支部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团支部

衡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2017 级法学 1 班团支部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团总支

河北省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团支部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团总支

河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第二团支部

承德医学院临床学院 2016 级临床医学青年突击队第十六团支部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港务分公司团总支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综采区团支部

山西省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融创项目团支部

山西潞安化工集团高河能源有限公司综采二队团支部

山西省启迪（太原）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山西省晋城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团支部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山西省总队太原市支队特勤大队二站团

支部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法学院团总支

山西丽华大酒店团总支

山西省翼城县中医医院团支部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第九团支部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沙坪街道秋沟社区团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供电局变电运行管理一

处团支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奶牛科学研究院团支部

内蒙古富豪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边境管理大队团总支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团总支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铁道系团总支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团支部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团支部

辽宁省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市旅顺口区供电分公司团支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船体部团总支

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页岩炼油厂原油车间团支部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交通运输局交通联合团支部

辽宁省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青年教师团支部

辽宁省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 2018 级航空一班团支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机电系统部团支部

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团支部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崔东街道清荣社区团支部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街道抚民社区团支部

吉林省

中建铁投集团城建公司机关团支部

吉林省东丰县皇家鹿苑创业园团支部

吉林省通化市消防救援支队通化县长征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团支部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英雄街道拥军社区团支部

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山镇繁荣社区团支部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

黑龙江省甘南县甘南镇东方红社区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税务局团支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消防救援大队团总支

东北林业大学绿冀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汽修专业团支部

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团总支

上海市

上海建工集团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道路桥

梁设计研究院团总支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四部团总支

上海市黄浦区车站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门诊团支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团总支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团支部

江苏省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镇江供电分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团支部

中电莱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

江苏省无锡市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团支部

江苏省徐州京城皮肤病医院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团支部

江苏省靖江市渡江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车站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机关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大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团支部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茅以升团支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研究生电光制造团支部

南京审计大学润园书院 170107 班团支部

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 2017 级城乡规划团支部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1701 团支部

江苏省淮安中学绿心社团支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初级中学团总支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团支部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农花社区团支部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黄山街道绿地北社区团支部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长西街道河堤社区团支部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三里亭社区团总支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新盛街道绿杨新苑社区团支部

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珠街道西湖翠苑社区团支部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陆集街道利民社区长胜团支部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城南街道宝带社区团支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陈桥街道天和社区团总支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柳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团总支

浙江省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越城供电分公司团支部

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第二团支部

国能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运行团支部

浙江省舟山海星轮船有限公司朱家尖客运中心团支部

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团支部

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团支部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塘栖村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松阳县税务局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衢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团支部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团支部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团总支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联合团支部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教工团支部

浙江省湖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团支部

浙江省嘉兴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团支部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安徽省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管理处团总支

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淮北选煤厂选煤车间团支部

安徽曦强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团支部

安徽省环安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团支部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淮南佳乐妇产医院团支部

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团支部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澄江街道花园村团总支

安徽省黄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团支部

安徽省全椒县大吴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团总支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龙门乡政府机关团支部

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中学教工团支部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范罗山街道滨江社区团支部

福建省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平管理分公司光泽管理中心团支部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特高压交流变电站团支部

福建省泰宁县上青乡上青村团支部

福建省云霄县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团支部

福建省宁德市委办公室团支部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 级市场营销专业 1 班团支部

福建省南安市医院团总支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街道杨桥河南社区团支部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城街道松涛社区团支部

江西省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赣州智源电力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西省上饶市合力万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团总支

江西省丰城市泉港镇潭埠村团支部

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镇红军路社区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进贤县税务局团支部

江西省资溪县城南大道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制造工程学院凌云团支部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五陂学校团支部

江西省浮梁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

南昌师范学院青风学堂团支部

山东省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检修服务事业部团总支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日照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中心团支部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大学生采煤队团支部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炼铁部团支部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济北口腔医院团支部

山东省青岛天安数码城团支部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大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团支部

山东省顺和集团便民服务中心团支部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团总支

山东开泰集团机械公司团支部

山东省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税务局团支部

山东省东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团支部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国旗护卫队团支部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食品系团总支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汽车学院团总支

山东省淄博市第十一中学高二团总支

山东省烟台市奇山医院团总支

山东省东平县中医院团总支

山东省平原县融媒体中心团支部

山东省血液中心团总支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区团支部

山东省泰山教育创新研究院团支部

聊城大学绿野协会团支部

河南省

河南省西华县烟草专卖局团支部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导引系统事业部团支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驻马店省道项目部团支部

河南省濮阳市源始科技饿了么运营中心团支部

河南省漯河市河南海乐影业有限公司团支部

河南省三门峡市河南振宇产业有限公司团支部

河南省孟州市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团支部

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文峰区税务局团支部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团支部

开封大学财政经济学院团总支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与会计学院团总支

郑州轻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7 级能源与动力工程 1 班

团支部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国旗班团支部

河南科技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17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3 班团

支部

河南省开封市第三十三中学雷锋团支部

河南省漯河市高级中学青年教师团支部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急诊抢救团支部

河南省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团支部

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实验小学团支部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金牛山街道飨堂社区团支部

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街道货场路社区团支部

河南省邓州市湍河街道姚巷社区团支部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街道源园社区团支部

湖北省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工程团支部

湖北省恩施市恩施经济开发区远奕创业企业孵化器基地团总支

湖北省远安县茅坪场镇何家湾村团支部

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荆门市消防救援支队钟祥市襄汉路消防救援

站团支部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团总支

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段店中学团总支

湖北省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四团支部

湖北省十堰市中医医院门诊医技团支部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团支部

湖北省随县中医医院团支部

湖北省天门市国土资源研究院团支部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和居社区团支部

湖南省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安仁县供电分公司团支部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湘西分公司吉首团支部

湖南琉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支部

湖南省桃源县郑家驿镇三阳桥村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武冈市税务局团总支

湖南省花垣县赶秋南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铁道运输管理与经济学院团总支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团总支

湖南城市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团总支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医院团总支

湖南省人民医院门诊医技第一团支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德政园社区团支部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福社区团支部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街道紫云社区团总支

湖南省华容县青年企业家商会团支部

广东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B777 机队团支部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堆工与软件中心团

支部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工分部聚烯烃运行部一横

班团支部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收费站团支部

南方电网广东汕头南澳供电局团支部

广东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两器分厂团支部

广东省东莞技研新阳电子有限公司团支部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团支部

广东顺博创意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团支部

广东省四会市万兴隆翡翠城团支部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团支部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揭阳海关团支部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广东省总队广州市支队天河区大队珠江东

站团支部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8 级研究生团支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 2017 级会计专业 1701 团支部

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 2017级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2班团支部

广东省河源市河源理工学校交通运输教学部团总支

广东省韶关市技师学院经济贸易产业系团总支

广东省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团支部

广东省东莞市机关幼儿园团支部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公共服务办公室团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团支部

南方电网广西柳州供电局供电计量团支部

广西平果农村合作银行团总支

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寿乡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广西师范大学乐群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团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团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玉城街道东岳社区团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海南省

中建八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航站楼一标段团支部

海口海事局团支部

重庆市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百货事业部大坪商都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团支部

重庆大学 KAB 创业俱乐部团支部

重庆市万州区岩口复兴学校团支部

重庆市潼南区融媒体中心团支部

重庆市中医院第九（药剂科）团支部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太平门社区团支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四川省

四川达陕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万源管理处团支部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交集团运兴巴士有限公司快速车队团支部

四川省资阳市资阳大众网团支部

四川省广元市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团支部

四川省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团支部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林丰村团支部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团支部

四川省达州市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双流机场海关团支部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德格县税务局团支部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4班团支部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空中交通管理学院 2017 级交通运输专业

12 班团支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团支部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二车间团支部

四川省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政团总支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融媒体中心团支部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威州师范学校教工团支部

四川省叙永县人民医院团总支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团支部

贵州省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团支部

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总体结构研究部团支部

贵州省盘州市亦资街道金秋居委会团支部

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新市民社区团支部

贵州省贵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团支部

贵州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团总支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急诊团支部

贵州省贵定县融媒体中心团支部

云南省

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梨园发电分公司第一团支部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郑保骨伤科医院团总支

云南省云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团支部

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昭通市支队团结路特勤站团支部

云南省洱源县茈碧湖镇玉湖初级中学团总支

云南省安宁市金方街道新村社区团支部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消防救援大队团支部

西藏农牧学院植物科学学院团总支

陕西省

陕西法士特集团公司热三车间团支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第十一所重点实验室联合

团支部

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团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团支部

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所团支部

陕西省韩城市桑树坪学校团支部

陕西省西安市第五保育院团支部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急诊供应团支部

陕西省靖边县张家畔街道南关社区团支部

甘肃省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南梁作业区梁四增井区团

支部

甘肃陇上椒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团支部

兰州文理学院数字媒体学院 2017 级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与互

动媒体）班团支部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团支部

甘肃省嘉峪关雄关快递有限公司团支部

青海省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互助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团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东永固村团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固原市支队原州区大队北塬站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灵武市税务局团总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华康医院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乌恰镇坎久干社区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公安局团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山口市税务局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北京路街道穗丰园社区团支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尔税务局团支部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晨光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第五中学团总支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889 部队 1 大队 1 中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警备纠察队团总支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44 部队 50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7649 部队 63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980 部队 22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188 部队团总支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53 部队 231 分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12 部队 1 营 1 连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728 部队 2 营 5 连团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36 部队 3 队 1 中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某部机动 1 中队团支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延安支队执勤 1 大队执勤 1 中

队团支部

全国铁道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电务段检修基地团支部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客运段高铁一队团总支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东站团支部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地勘院地勘一所团支部

全国民航

江苏省无锡市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运保团支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蕴可可托海机

场团支部

中央和国家机关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团支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团支部

外交部一局团总支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办）团支部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团支部

中央金融

国家开发银行党校（开发性金融学院）团支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鞍山分行营业部团支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营业部团支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第三团支部

中央企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网络优化中心第二团支部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酒业长城葡萄酒蓬莱有限公司团支部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硫酸钾

厂团支部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团总支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华东集团宁波华侨城团支部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名单
（共37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