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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文件

潍院团字〔2021〕10 号

潍坊学院 2021 年五四表彰决定

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全校各级共青团组

织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

围绕学校党政中心工作和团省委工作部署，深化共青团和学生会

改革，大力推进从严治团，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青年成长，不断

增强共青团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各项工作取

得了新成绩，在广大团员青年、团学干部和基层团学组织中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引导激励广大团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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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干部和基层团学组织更加奋发有为，积极投身优势特色突出

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学校团委决定，对2020年度共青团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

荣誉，奋勇争先，再创佳绩。全校广大团员青年、团学干部和基

层团学组织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为榜样，认真学习，

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

程的青春篇章！

附件：2021 年五四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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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五四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市级先进集体类、先进个人类

1. 潍坊市五四红旗团组织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团总支 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

2. 潍坊市青春担当好团队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学在化院”学风建设攻坚团队

音乐学院“音乐创造未来”青年先锋队

3. 潍坊市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经济管理学院红星志愿服务队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微爱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

4. 潍坊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卢永波 陈海霞

5. 潍坊市优秀共青团员

张淑琪 马雯雯

6. 潍坊市青春担当好青年

张秋菊 翟 超

7. 潍坊市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杨 颂 肖甲波

二、校级先进集体类

1. 红旗团总支

美术学院团总支 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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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团总支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团总支

2. 先进团总支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团总支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团总支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 传媒学院团总支

体育学院团总支 特教幼教师范学院团总支

3. 十佳团支部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2018级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2019级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团支部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2018级制药工程春季1班团支部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2018级电子信息工程2班团支部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广播电视学1班团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政治学与行政学1班团支部

法学院2018级行政管理1班团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2019级小学教育2班团支部

传媒学院2019级数字媒体技术春季班团支部

美术学院2018级美术学1班团支部

4. 十佳院学生会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学生会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学生会 建筑工程学院学生会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会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会 传媒学院学生会

音乐学院学生会 体育学院学生会

5. 十佳学生社团

大学生科技创新协会（学校团委）



— 5 —

大学生数学建模协会（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大学生虹桥志愿者协会（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生求是协会（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学生法律爱好者协会（法学院）

建筑梦工厂（建筑工程学院）

飞扬话剧团（传媒学院）

大学生武术协会（体育学院）

大学生书画协会（美术学院）

大学生羽毛球协会（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6. 十佳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1+1”志愿服务队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量子”志愿者服务队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晨曦志愿者服务队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向日葵”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同心志愿服务队

计算机工程学院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

经济管理学院红星志愿服务队

马克思主义学院求是志愿服务队

美术学院“七色花”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体育学院爱心服务队

三、校级先进个人类

1. 共青团工作先进个人

江浩浩 于 敏 马永生 王鑫莉 王振国 孙海燕

卢术强 崔秀玲 杨 颂 卢永波 齐 晶 窦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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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志杰 陈海霞 王 强 丁 琰 马俊原 李小杰

肖甲波 张秋菊 姚灵忠

2. 十佳学生团干部

杨惠英（19物 电） 李卓瑶（19化 学）

游小璇（18建 工） 刘 轩（18外国语）

张 杰（18经 管） 贺延斌（19马 院）

郑成龙（19特幼教） 李喜来（19传 媒）

李英姿（18音 乐） 商 莹（19北 海）

3. 十佳共青团员

李 欢（19物 电） 刘宗玲（18生 物）

于亚美（19机 电） 刘柏林（18计算机）

张沛霖（18文 学） 王翊臣（18法 学）

刘雪梅（18历 史） 董雨葶（19教 师）

姜 童（18美 术） 马文彬（18体 育）

4. 十佳学生会干部

王誉博（18物 电） 张艺川（18生 物）

刘天翼（18机 电） 秦贯虹（18信 控）

王 斌（18计算机） 张 鑫（18建 工）

刘佳宝（18外国语） 赵文萱（18马 院）

程 清（18历 史） 席椿霖（18体 育）

5. 十佳学生社团干部

张晨阳（19数 学） 张连晨（19物 电）

田 琪（19生 物） 刘立龙（18信 控）

崔振浩（18计算机） 田 霏（18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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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懿（19外国语） 王 洁（18经 管）

桑雨姗（19马 院） 钟亚茹（19法 学）

6. 十佳学生社团活动积极分子

苏 瑢（19数 学） 王 玥（19化 学）

孙梦琦（19计算机） 刘钦宇（19文 学）

王美玲（19外国语） 马新杰（19马 院）

盖奕霏（19教 师） 尤晓彤（20特幼教）

杨 矗（18体 育） 董玉康（19北 海）

7. 十佳学雷锋志愿者

马洪莉（19物 电） 汤浩宏（18生 物）

王红妍（18信 控） 殷小琴（19计算机）

徐芯蕊（19建 工） 卢 宏（19经 管）

虞 晴（19马 院） 王靖萱（18传 媒）

魏世军（18美 术） 郑树龙（18体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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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潍坊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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