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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文件 
 

 

大交大团发[2016]7 号 

 

★ 
 

 

关于表彰 2015 年大连交通大学五四红旗团委、

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 

2015 年，我校各级团组织在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领导

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促进校园和谐、服务青年

成才、加强组织建设，凝聚青年力量，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

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不断开创我校共青团事业发展等方面

积极作为，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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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纪念五四运动 97 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共青

团工作蓬勃发展，激励全校团员青年不断创新，奋发向上，立

志成才，校团委决定授予经济管理学院团委、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团委、艺术学院团委、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团委“五四红旗

团委”荣誉称号，授予机械工程专业 13级国际班团支部等 45

个团支部“先进团支部”荣誉称号，授予刘晓彤等 90 名同学

“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授予李武汉等 255名同学“优秀团

员”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以此为新的起点，奋勇争先、

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同时，号召全校各级团组织和

广大团员青年要以此次表彰的先进为榜样，掀起学先进、比先

进、争先进、创先进的新高潮，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促进

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学校的发展稳定大局做好服

务。 

 

附 1：大连交通大学 2015年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附 2：大连交通大学 2015年先进团支部名单 

附 3：大连交通大学 2015年优秀团干部名单 

附 4：大连交通大学 2015年优秀团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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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2016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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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大连交通大学 2015 年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单位 证书编号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1092016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1092016002 

艺术学院团委 109201600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团委 109201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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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大连交通大学 2015 年先进团支部名单 

 

单位 支部名称 证书编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3级国际班团支部 103201600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茅以升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0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4级国际班团支部 103201600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45班团支部 1032016004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143班团支部 10320160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0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32 班团支部 103201600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34 班团支部 103201600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3班团支部 103201600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1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詹天佑）132班团支部 103201601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35班团支部 103201601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1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1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132班团支部 1032016015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3 班团支部 103201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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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132班团支部 1032016017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5 班团支部 1032016018 

电气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19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46 班团支部 1032016020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12-1 班团支部 103201602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31 班团支部 103201602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2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146班团支部 103201602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R 土木专业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2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茅以升）专业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26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茅以升）专业 132班团支部 1032016027 

软件学院 交通工程+软件工程 141班团支部 1032016028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34班团支部 1032016029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44班团支部 1032016030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软件工程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31 

经济管理学院 R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41 班团支部 1032016032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141班团支部 1032016033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34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35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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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2+2）135 班团支部 1032016037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31班团支部 1032016038 

艺术学院 动画 142班团支部 1032016039 

理学院 R 信息与计算科学 132班团支部 1032016040 

外国语学院 英语+软件工程 132 班团支部 1032016041 

外国语学院 日语+软件工程 132 班团支部 1032016042 

外国语学院 日语+软件工程中精英 141 班团支部 1032016043 

外国语学院 日语+软件工程中精英 142 班团支部 1032016044 

爱恩国际学院 会计学（中外合作）144班团支部 103201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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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大连交通大学 2015 年优秀团干部名单 

 

单位 姓名 证书编号 

机械工程学院 刘晓彤 1012016001 

机械工程学院 张泮虹 1012016002 

机械工程学院 富天白 1012016003 

机械工程学院 陈  雪 1012016004 

机械工程学院 满  媛 1012016005 

机械工程学院 葛鹏飞 1012016006 

机械工程学院 张文广 1012016007 

机械工程学院 逄娇娇 101201600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必成 101201600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俊朴 10120160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梦鸽 10120160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东 1012016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  锐 10120160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雅繁 101201601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俊杰 10120160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娇阳 101201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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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伍  平 101201601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黄子轩 101201601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晓雨 101201601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陈立欣 101201602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霍广扬 101201602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刘贤超 101201602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  阳 101201602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郭  颖 101201602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窦宏宇 101201602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赵星龙 101201602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肖  珊 101201602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程  阳 1012016028 

电气信息学院 韩雨彤 1012016029 

电气信息学院 张  媛 1012016030 

电气信息学院 李修竹 1012016031 

电气信息学院 王鑫刚 1012016032 

电气信息学院 吕  婧 1012016033 

电气信息学院 李新宇 1012016034 

电气信息学院 刘春雨 101201603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赵悦如 10120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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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姜田宇 101201603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聂子豪 1012016038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付晨露 1012016039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易琳芮 1012016040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许雯晴 101201604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钟振兴 101201604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姜采赢 101201604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白雪停 101201604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崔  瑶 101201604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韩  玥 1012016046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赵泽明 101201604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张  今 101201604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心如 101201604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侯玉欣 101201605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杨  曦 1012016051 

软件学院 马玉冰 1012016052 

软件学院 李  康 1012016053 

软件学院 戴  铭 1012016054 

软件学院 安玉鑫 1012016055 

软件学院 李松阳 101201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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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袭  阳 1012016057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蒋艾莲 1012016058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张雨晗 1012016059 

经济管理学院 王  阔 1012016060 

经济管理学院 杜亭玉 1012016061 

经济管理学院 王君一 1012016062 

经济管理学院 张佳妮 1012016063 

经济管理学院 于  洋 1012016064 

经济管理学院 韩  蓓 1012016065 

经济管理学院 代艺红 1012016066 

经济管理学院 李佳怡 1012016067 

经济管理学院 姜奕帆 1012016068 

经济管理学院 牛祥宇 1012016069 

经济管理学院 由潇颖 1012016070 

艺术学院 邓小宁 1012016071 

艺术学院 吴冠楠 1012016072 

艺术学院 曲燕妮 1012016073 

艺术学院 韩诗宇 1012016074 

艺术学院 潘峥威 1012016075 

艺术学院 张津宁 101201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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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李军仪 1012016077 

理学院 唐  钰 1012016078 

理学院 李雪琪 1012016079 

理学院 冯  晶 1012016080 

外国语学院 石锦宣 1012016081 

外国语学院 贺东妮 1012016082 

外国语学院 张  微 1012016083 

外国语学院 常庆贺 1012016084 

外国语学院 庞卉淼 1012016085 

外国语学院 林旭青 1012016086 

外国语学院 张安婕 1012016087 

外国语学院 金  珊 1012016088 

爱恩国际学院 刘懿楠 1012016089 

爱恩国际学院 王维震 101201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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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大连交通大学 2015 年优秀团员名单 

 

单位 姓名 证书编号 

机械工程学院 李武汉 1022016001 

机械工程学院 王梓晴 1022016002 

机械工程学院 李盖平 1022016003 

机械工程学院 杨旭晓 1022016004 

机械工程学院 邹志豪 1022016005 

机械工程学院 刘进朋 1022016006 

机械工程学院 邹晓童 1022016007 

机械工程学院 王  亮 1022016008 

机械工程学院 原泽民 1022016009 

机械工程学院 崔家启 1022016010 

机械工程学院 沈  晨 1022016011 

机械工程学院 吕宏杰 1022016012 

机械工程学院 唐佳琪 1022016013 

机械工程学院 王舒萱 1022016014 

机械工程学院 严子希 1022016015 

机械工程学院 董子熠 102201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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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徐婧文 1022016017 

机械工程学院 季文博 1022016018 

机械工程学院 徐圣洁 1022016019 

机械工程学院 李滢玥 1022016020 

机械工程学院 邵文广 1022016021 

机械工程学院 张  博 1022016022 

机械工程学院 孔令志 1022016023 

机械工程学院 孟庆轩 1022016024 

机械工程学院 张继炯 10220160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琳琳 102201602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军琪 102201602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富 102201602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孔  馨 102201602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玉雪 102201603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卢晓琳 10220160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陶剑锋 102201603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名君 102201603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  慧 102201603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  豪 102201603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彬彬 1022016036 



 —１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博贤 10220160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立群 102201603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玮琦 10220160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达 102201604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于佳妮 102201604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丽娜 102201604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旭 102201604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  静 102201604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泽鹏 102201604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付  饶 102201604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康杰 102201604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韩怀毅 102201604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李昭慧 102201604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吴志广 102201605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杨  琳 102201605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靳  勇 102201605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段唯熙 102201605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吕锐娟 102201605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张  璿 102201605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程思瑶 102201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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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宋海玉 102201605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史  澈 102201605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张  越 102201605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董铭洋 102201606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姜乃鸣 102201606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梁新生 102201606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丁润林 102201606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库尔肯〃马乌列提 102201606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钱  程 102201606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崔永霖 102201606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天宇 102201606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姚  岳 102201606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张名扬 102201606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林长通 102201607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齐  蕊 102201607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钱  蕾 102201607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马  瑞 102201607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郭思冶 102201607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蒋栋昊 102201607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丽莎 102201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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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学院 冯思哲 1022016077 

电气信息学院 胡铭麟 1022016078 

电气信息学院 刘子维 1022016079 

电气信息学院 李明圆 1022016080 

电气信息学院 欧阳晴 1022016081 

电气信息学院 张志晨 1022016082 

电气信息学院 陈  聪 1022016083 

电气信息学院 王皓昕 1022016084 

电气信息学院 张首然 1022016085 

电气信息学院 王岩照 1022016086 

电气信息学院 杨  胜 1022016087 

电气信息学院 张  淏 1022016088 

电气信息学院 张玮琪 1022016089 

电气信息学院 陈  灿 1022016090 

电气信息学院 倪艳婧 1022016091 

电气信息学院 米季炯 1022016092 

电气信息学院 胡  南 1022016093 

电气信息学院 陈金所 1022016094 

电气信息学院 费艳爽 1022016095 

电气信息学院 徐睿琦 102201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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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学院 邓靖川 1022016097 

电气信息学院 赵正美 1022016098 

电气信息学院 褚嘉璐 1022016099 

电气信息学院 高志远 1022016100 

电气信息学院 蔺玥菡 1022016101 

电气信息学院 蓝  宇 1022016102 

电气信息学院 王嘉欣 1022016103 

电气信息学院 贾筱萱 1022016104 

电气信息学院 胡睿琪 102201610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颜  丽 102201610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赵  静 102201610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王  钦 1022016108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孙靖凯 1022016109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韩丽源 1022016110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林烊 102201611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杨  涛 102201611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罗浩东 1022016113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曲宏梅 1022016114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王传广 102201611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刘思宇 1022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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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庞雅茹 102201611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孙  浩 102201611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诗彧 102201611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韩乐冰 102201612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洁淼 102201612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戴颜伟 102201612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何  理 102201612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芯彤 102201612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许民泽 102201612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鹤翔 1022016126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唐  坤 102201612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艳姝 102201612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周文波 102201612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崔  轩 102201613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管  希 102201613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谷雪影 102201613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张  皓 102201613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诗平 102201613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兰  锋 102201613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  迪 102201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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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岳  博 102201613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秦  程 102201613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冯  洁 102201613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徐  沐 102201614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思帆 102201614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伟龙 102201614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雒钰晨 102201614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玥涵 102201614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陈  克 102201614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郭  斌 1022016146 

软件学院 秦  颂 1022016147 

软件学院 王  悦 1022016148 

软件学院 王  程 1022016149 

软件学院 刘  艾 1022016150 

软件学院 张开源 1022016151 

软件学院 吴静雯 1022016152 

软件学院 刘  琪 1022016153 

软件学院 崔  悦 1022016154 

软件学院 刘亚南 1022016155 

软件学院 白淳予 102201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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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 王  帅 1022016157 

软件学院 夏茂盛 1022016158 

软件学院 张  溪 1022016159 

软件学院 侯马骁 1022016160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汪佳慧 1022016161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吴  姗 1022016162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马馨雨 1022016163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付琛琛 1022016164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张雯婷 1022016165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江  鑫 1022016166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高大州 1022016167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肖玲玲 1022016168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姜春奇 1022016169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甘翔宇 1022016170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张子成 1022016171 

经济管理学院 王诗宁 1022016172 

经济管理学院 杨子青 1022016173 

经济管理学院 丁鑫鑫 1022016174 

经济管理学院 戴思宇 1022016175 

经济管理学院 陈嘉欣 102201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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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毕钟元 1022016177 

经济管理学院 季  洁 1022016178 

经济管理学院 宋丽坤 1022016179 

经济管理学院 刘傲雪 1022016180 

经济管理学院 霍  鑫 1022016181 

经济管理学院 万于萍 1022016182 

经济管理学院 郭惠媛 1022016183 

经济管理学院 胡佳丽 1022016184 

经济管理学院 刘鹤洋 1022016185 

经济管理学院 丁永悦 1022016186 

经济管理学院 王  婷 1022016187 

经济管理学院 王  岩 1022016188 

经济管理学院 郭富强 1022016189 

经济管理学院 张  珺 1022016190 

经济管理学院 赖雨林 1022016191 

经济管理学院 张斯婷 1022016192 

经济管理学院 黄  杰 1022016193 

经济管理学院 叶馨潞 1022016194 

经济管理学院 孙经纬 1022016195 

经济管理学院 高希博 102201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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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李尤佳 1022016197 

经济管理学院 李书颖 1022016198 

经济管理学院 高国文 1022016199 

经济管理学院 段懿殷 1022016200 

经济管理学院 赵  颖 1022016201 

经济管理学院 李依函 1022016202 

经济管理学院 杨钰雪 1022016203 

经济管理学院 旷晓枫 1022016204 

经济管理学院 樊瑞晶 1022016205 

经济管理学院 祖秋阳 1022016206 

经济管理学院 王  娜 1022016207 

艺术学院 刘兆喆 1022016208 

艺术学院 穆建卓 1022016209 

艺术学院 冯佩然 1022016210 

艺术学院 刘建华 1022016211 

艺术学院 刘岐轩 1022016212 

艺术学院 赵静宇 1022016213 

艺术学院 梁文心 1022016214 

艺术学院 许芳草 1022016215 

艺术学院 王俊贤 102201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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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王欣羽 1022016217 

艺术学院 窦  豆 1022016218 

艺术学院 侯威环 1022016219 

理学院 尚佳怡 1022016220 

理学院 黄  鹏 1022016221 

理学院 唐英琦 1022016222 

理学院 马  宁 1022016223 

理学院 李星辰 1022016224 

理学院 谢姝婷 1022016225 

理学院 邢雪莹 1022016226 

理学院 李梦雪 1022016227 

理学院 林  琎 1022016228 

外国语学院 杜佳芮 1022016229 

外国语学院 朱赛奇 1022016230 

外国语学院 李小雪 1022016231 

外国语学院 巨  静 1022016232 

外国语学院 龚诗茜 1022016233 

外国语学院 郭鑫斌 1022016234 

外国语学院 陈海燕 1022016235 

外国语学院 王嘉欣 102201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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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李  璐 1022016237 

外国语学院 雷  蕾 1022016238 

外国语学院 常  欣 1022016239 

外国语学院 刘  学 1022016240 

外国语学院 范梓晴 1022016241 

外国语学院 宁为玉 1022016242 

外国语学院 张  琰 1022016243 

外国语学院 林  燕 1022016244 

外国语学院 郝  悦 1022016245 

外国语学院 王玉秀 1022016246 

外国语学院 张  骞 1022016247 

外国语学院 李芃妤 1022016248 

外国语学院 罗  阳 1022016249 

外国语学院 雷巧燕 1022016250 

爱恩国际学院 杜宇佳 1022016251 

爱恩国际学院 苏梦琦 1022016252 

爱恩国际学院 倪  东 1022016253 

爱恩国际学院 汤  聪 1022016254 

爱恩国际学院 曲巧芸 102201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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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交通大学团委办公室                    2016年 6月 13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