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2021 年度共青团工作优秀个人名单 
 

（一）校青年五四奖章推荐名单（2 人） 

杜王迪（自动化 1804 团支部） 常雅婷（电气 1701团支部） 

（二）校优秀共青团员名单（51 人） 

姓  名 类别 团支部 姓  名 类别 团支部 

何华锦 崇德守信类 电气 1804团支部 李美鋆 勤奋好学类 电气 1703团支部 

刘洪君 勤奋好学类 电气 1802 团支部 龙吟新 勤奋好学类 电气 1804 团支部 

罗浩如 勤奋好学类 电气 1805 团支部 刘金富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1801团支部 

崔津瑞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 1803 团支部 申  奥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1805团支部 

张旭龙 勤奋好学类 电气 1904 团支部 赵泽倩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1905团支部 

李  硕 勤奋好学类 电气 2001 团支部 何东泽 勤奋好学类 电气 2001 团支部 

王光到 勤奋好学类 电气 2005 团支部 费亚楠 勤奋好学类 电气 2007 团支部 

李国松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 2001 团支部 苑圣楠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2003团支部 

李文静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 2005 团支部 肖骏翔 勤奋好学类 自动化2006团支部 

于  生 勤奋好学类 自研 1901 团支部 金伶利 勤奋好学类 自研 192 团支部 

王祺丰 勤奋好学类 自研 2002 团支部 张誉宝 创新创业类 电气 1703 团支部 

韩  煜 创新创业类 电气 1802 团支部 陈鹏飞 创新创业类 电气 1802 团支部 

艾黄泽 创新创业类 电气 1805 团支部 王林源 创新创业类 电气 1805 团支部 

陈炜鑫 创新创业类 电气 1805 团支部 冯  凡 创新创业类 自动化1801团支部 

郑家晨 创新创业类 自动化 1803 团支部 王浩宇 创新创业类 自动化1803团支部 

杨伟雄 创新创业类 自动化 1803 团支部 杜王迪 创新创业类 自动化1804团支部 

华  捷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01 团支部 程子慧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01 团支部 

赵  琴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01 团支部 赵子龙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02 团支部 

陈  颖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2 团支部 唐  芸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2 团支部 

李  理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3 团支部 余  琴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3 团支部 

张开拓 创新创业类 自研 193 团支部 沈旃葳 文化体育类  自动化1701团支部 

洪慧鑫 文化体育类 电气 1902 团支部 糟雅玲 文化体育类 电气 2002 团支部 

王翰飞 文化体育类 电气 2006 团支部 许黄圣 文化体育类 电气 2006 团支部 

闫  豪 社会工作类 自研 204 团支部 孙韩哲 社会工作类 自动化1805团支部 

常雅婷 志愿服务类 电气 1701 团支部 苗文强 志愿服务类  电气 1805 团支部 

包额尔德木图 志愿服务类 自动化 2004 团支部    



      

（三）校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25 人） 
姓  名 团支部 姓  名 团支部 

李智辉 电气 1804 团支部 薛嘉瑞 电气 1806 团支部 

梁  彧 自动化 1803 团支部 余会洁 电气 1904 团支部 

陈  湘 电气 1905 团支部 童 琰 电气 2001团支部 

苗一浩 电气 2001 团支部 董端倪 电气 2002 团支部 

辛梓旭 电气 2003团支部 梁诗彦 电气 2003团支部 

钟瑞麟 电气 2003 团支部 孙 浩 电气 2004 团支部 

鲁智培 电气 2005 团支部 屈钰博 电气 2005 团支部 

张一泽 电气 2005 团支部 王 言 电气 2006 团支部 

欧阳子豪 电气 2006 团支部 汪希怡 电气 2006 团支部 

林存建 电气 2007 团支部 王日彤 自动化 2001团支部 

武奥妮 自动化 2003 团支部 肖子愈 自动化 2004团支部 

吴 旭 自动化 2005 团支部 刘子健 自动化 2005团支部 

郭辰阳 自动化 2006 团支部   

（四）青年教职工校优秀团员、校优秀团干部推荐名单（2 人） 

姓  名 授予荣誉 姓  名 授予荣誉 

卢昕宇 校优秀团员 史少越 校优秀团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