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铜仁市五四红旗团委”拟表彰名单

（共 60 个，以推报区县、单位为序）

碧江区坝黄镇团委

铜仁市桐木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团委

万山区茶店街道团工委

万山区仁山街道团工委

万山区谢桥街道团工委

共青团万山区委

共青团松桃苗族自治县委

松桃苗族自治第二中学团委

贵州省松桃民族中学团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九江街道中学团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世昌街道团工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甘龙镇团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街道团工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平头镇团委

玉屏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团委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团工委

江口县第三中学团委



江口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

石阡县五德镇初级中学团委

石阡县白沙中学团委

石阡县甘溪中学团委

石阡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

石阡县甘溪乡团委

石阡县大沙坝乡团委

共青团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三中学团委

印江县沙子坡镇团委

印江县杨柳镇初级中学团委

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

印江中学团委

共青团思南县委

思南县许家坝镇团委

思南县思中初级中学团委

思南第三中学团委

思南县第六中学团委

思南县邵家桥初级中学团委

思南县瓮溪初级中学团委

思南县胡家湾乡团委

德江县高山镇团委



德江县长堡镇团委

共青团贵州德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德江县公安局委员会

德江县复兴镇团委

德江县第七中学团委

德江县团桶井土家族乡初级中学团委

德江县枫溪初级中学团委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团结街道团工委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塘坝镇初级中学团委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团委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团委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板场镇初级中学团委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翰林高级中学团委

大龙经济开发区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大龙经济开发区团工委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团委

工行贵州铜仁分行团委

共青团铜仁市公安局委员会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铜仁市分公司团委

中国移动铜仁分公司团委



2021 年度“铜仁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拟表彰名单

（共 80 个，以推报区县、单位为序）

铜仁市消防救援支队广建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碧江区铜兴街道响塘龙团支部

铜仁市碧江区中等职业学校医技部团总支

铜仁市第二中学高二年级团总支

碧江区坝黄镇木弄村团支部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铜大线团支部

万山区高楼坪侗族乡民族中学团支部

万山区黄道侗族乡民族中学团支部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团总支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松桃供电局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蓼皋街道育才社区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瓦溪乡十字村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响水洞村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镇李家庄村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群希学校教师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蓼皋街道团山社区团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长征村团支部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玉屏供电局团支部

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新街社区团支部



人民银行玉屏侗族自治县支行团支部

玉屏侗族自治县亚鱼乡郭家湾村团支部

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团支部

贵州中交安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闵孝收费站团支部

贵州江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口县太平镇三沛塘村团支部

石阡县西部计划项目办团总支

贵州中交安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石固收费站团支部

石阡县温泉大道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石阡县汤山街道平阳社区团支部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司法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韩家村团支部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朗溪镇三村村团支部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寨镇团山村团支部

印江梵净山医院团支部

印江中学 2019级团总支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春晖行动公益协会团支部

思南县三道水乡周寨村团支部

思南县双塘街道丽景社区团支部

思南县人民医院团支部

思南县邵家桥镇渔溪沟村团支部

思南县文家店镇安江社区团支部



思南县税务局团支部

贵州思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河西团支部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团支部

思南县精益眼镜有限公司团支部

德江县长征南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德江县税务局团支部

德江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江县支行团支部

德江县人民法院团支部

德江县煎茶镇金三角社区团支部

德江县团安化街道中华社区团支部

德江县大学生联合会团支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张家港大道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局团支部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沙沱发电厂第一团支部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沿河供电局团支部

沿河第三中学播音室团支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祐溪街道思源社区团支部

沿河大学生联合会团支部

大龙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团支部

大龙经济开发区金龙大道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铜仁市民族中学教工团支部



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

铜仁学院大数据学院团总支

铜仁学院艺术学院团总支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团总支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与体育教育学院团总支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团总支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药学院团总支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团总支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工学院团总支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学院英语 B1701班团支部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团总支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思南供电局团支部

共青团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团支部

铜仁市人民医院教学科研团支部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公司铜仁卷烟厂车间团支部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石阡供电局团支部



2021 年度“铜仁市优秀共青团员”拟表彰名单

（共 80 人，以推报区县、单位为序）

黄政清（土家族） 碧江区铜兴街道响塘龙社区西部计划志愿者

王 林 碧江区坝黄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尹静芸（女） 铜仁市第二中学学生

杨凯旋（女、土家族） 碧江区正光街道办事处西部计划志愿者

蒋 演（土家族） 铜仁市碧江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杨文慧（女、土家族） 碧江区坝黄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张 杰（土家族） 铜仁市天立学校教学干事

冉梦妮（女、苗族） 铜仁市城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助理

建筑师

王仕能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邓封毅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万山供电局工作人员

吴 凯（侗族） 万山区大学生春晖服务社副社长

吴忠银（女、苗族） 铜仁市万山区旺家社区志愿者

江福海 铜仁市万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昭阳路消防救援站副班长

何松丽（女） 松桃苗族自治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田立琴（女，苗族） 松桃苗族自治县平头镇久安村村务助理

刘 露（女） 松桃苗族自治县瓦溪乡中学教师

卢 敏（女、土家族） 松桃民族寄宿制中学学生

杨舒心（女、苗族）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松桃供电局文书



敖 汶（女、侗族） 共青团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工作员

龙明珠（女、苗族）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松桃供电局营配综

合作业员

文 丹（女、侗族） 玉屏中等职业学校团委兼职副书记

严泽夕（女、侗族） 玉屏民族中学学生

洪再周（苗族） 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西部计划志愿者

王亚敏（女、土家族） 江口县怒溪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工作人员

余韦韦（女、布依族） 江口县税务局党建工作股副股长

黄子睿（苗族） 江口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李江平（女） 石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师

兰 敏（女、苗族） 石阡县石阡中学学生

朱 波（仡佬族） 石阡县花桥镇人民政府凯镇村资料员

刘 华（仡佬族） 石阡县龙塘镇人民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

安爱娟（女） 共青团石阡县委西部计划志愿者

杨 刚（侗族） 石阡县泉都街道桂榜山村委副主任

李朝纲（土家族）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印江供电局工会综合

张 旺（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吕胜涛（土家族） 印江一中学生

昌 丹（女、苗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杨柳镇崔山村村委会主

任助理

邱飞飞（女、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杨 柳（女、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妇联副主席



李彩艳（女）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许 雪（女） 思南县思唐街道办事处志愿者

李会琼（女、土家族） 瓮溪镇人民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

任端阳（土家族） 思南县三道水乡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员

张 妙（女、土家族） 思南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田 宇（土家族） 思南县邵家桥镇龚家林村村主任助理

徐 芳（女、土家族） 思南县长坝镇太平村村助理

李冰冰（女、土家族） 思南县鹦鹉溪镇人民政府西部志愿者

周敏敏（女、土家族） 思南县人民医院护士

田莉钧（女、土家族） 贵州电网公司德江供电局傩乡供电所营销班

副班长

冉 波（土家族） 德江县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夏 娇（女、土家族） 德江县楠杆土家族乡人民政府党政办工作人

员

韦丽欣（女、土家族） 中交一公局沿德管理中心德江北收费站收费

员

杨欢欢（女、土家族） 德江县钱家乡幼儿园教师

杨 娇（女、土家族） 德江县实验幼儿园教师

周春兰（女、土家族）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崔泽中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和平街道西部计划志愿者

郜 胜（苗族）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黑水镇人民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

王 宇（土家族）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群力中学学生



张 丽（女、土家族）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龙兴村五个一批到

村工作人员

任 敏（女） 沿河民族中学舞蹈教师

刘黔军（土家族）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黑水镇新典村西部计划志愿者

杜小龙（土家族）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官舟镇和舟社区工作人员

袁学梅（女、土家族） 大开经济开发区大龙街道西部计划志愿者

杨天平（侗族） 大开经济开发区麻音塘街道西部计划志愿者

田 婷（女、土家族） 贵州省思南中学学生

冉许林（土家族） 铜仁市民族中学学生

雷 珊（女、土家族）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学生

刘竞匀（女、土家族）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学生会主席

韦文丽（女、布依族） 贵州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

黄宝生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工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荣 倩（女）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校园之声广播站解说团团长

曾 莹（女） 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学生）

粟 娜（女、侗族） 铜仁学院教育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学生）

陈冰瑞（女）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学生会组织部部长

薛朝均（女）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班级团支书（学生）

文建芬（女）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班级副团支书（学生）

陈添祥（藏族）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主席

张 瑞（苗族）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组织部部长

张馨月（女、侗族） 共青团铜仁市委学少部挂职副部长



薛 爽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金龙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舒秀超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供电局配网专责

2021 年度“铜仁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拟表彰名单



（共 60 人，以推报区县、单位为序）

严 睿（女、土家族） 铜仁第三中学团委书记

代 瑞（女） 碧江区坝黄镇团委副书记

祝灵敏（女、土家族） 铜仁市桐木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副校长兼团

委书记

杨 又（女、土家族） 铜仁市第十五中学团委副书记

杨通锡 碧江区铜兴街道响塘龙社区团支部书记

张洁潆（女、土家族） 团碧江区委员会副书记

龙文静（女、苗族） 团万山区委挂职副书记

姜 谢（女、土家族） 万山区黄道侗族乡团委书记

吴 蕾（女、土家族） 万山区仁山街道贵苑社区观山雅居团支部书

记

刘秀军 铜仁市第二十一中学团支部书记

伍 恒（苗族） 松桃苗族自治九江中学团委书记

杨 文 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坪场镇中学团委书记

蔡 瑞（仡佬族） 松桃民族寄宿制中学团委书记

文勇军（土家族） 松桃苗族自治县甘龙镇团委副书记

龙明月（苗族） 共青团松桃苗族自治县委挂职副书记

姚玉岑（女、侗族） 玉屏县田坪中学团委组织委员

陈彩萍（女、侗族） 玉屏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书记

廖崇杰（侗族） 江口县梵净山消防救援站团支部书记

黄迪雅（女、土家族） 江口县怒溪镇团委书记



汪 慧（女、仡佬族） 石阡县石固九校团委组织委员

蔡庆润（仡佬族） 石阡县中医医院党委办副主任、团委书记

陈 娅（女、仡佬族） 石阡县龙塘镇川岩坝村党支部副书记、团支

部书记

吕彦青（女、侗族） 石阡县甘溪仡佬族侗族乡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

涂金龙（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思源实验中学团委书记

张桂华（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寨镇初级中学团委书记

危 芳（女、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团委副书记

安中利（土家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书记

唐燕超（土家族） 思南县第八中学团委书记

陈茂林 思南县中等职业学校宣传委员

文祖钊 思南县思林乡团委兼职副书记

刘雨雨（女） 思南县思唐街道办事处团工委副书记

朱崇静（女） 思南县第五初级中学团委书记

王 洁（女） 思南县思源实验学校团委书记

敖进锋 共青团德江县委副书记

徐 杰（侗族） 德江县煎茶中学团委书记

尹秋生 德江县枫香溪镇团委书记

田 野（土家族） 德江县泉口镇团委书记

杨 燕（女、土家族）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团委副书记

王秀丽（女、土家族） 德江县实验幼儿园团支部书记



陈雪娇（女、土家族） 沿河中等职业学校团委书记

冉卫东（土家族） 沿河思源实验学校团委书记

肖 军（土家族） 沿河第四中学团委书记

叶 胜（土家族） 沿河第三中学团委书记

李诗娅（女、仡佬族） 大龙经济开发区麻音塘街道团工委书记

蒋 丽（女、土家族） 铜仁高新区大兴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滕 洁（女、苗族）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团委书记、高级教师

黄天意 贵州省思南中学团委委员

王旖旎（女、土家族）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团委宣传委员

徐 洋（女、侗族） 铜仁市民族中学团委书记

田鸿娇（女、土家族） 贵州工程职业学院团委委员

龚美睿（女、侗族）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团委专职团干

周 倩（女、侗族） 铜仁学院国际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许 可（侗族）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挂职副书记

饶莎莎（女、土家族）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公司铜仁卷烟厂车间团支

部书记

瞿 同（女、苗族） 共青团铜仁市委社会工作中心主任、学少部负

责人

匡智群（女） 铜仁市社会工作中心副主任

宋启江（土家族） 铜仁市团校助理讲师

罗子豪（苗族）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松桃供电局团委组织委

员



王章杰 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团总支与少先队负责人

田翔鑫（女、土家族） 铜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