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 2014 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红旗（特色）团组织”

和“浦东新区优秀共青团员”、“浦东新区优秀共青团

干部”的表彰决定 

 

浦团委（2015）41号 

 

浦东新区区级机关团工委、直属委局团（工）委、社区（街

道）团（工）委、镇团委、直属公司（园区综合）团（工）

委、挂靠公司团委： 

近年来，浦东新区各级团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带

领和指导下，紧密结合团中央、团市委的工作部署和目标任

务，以团的自身建设为基础，牢牢抓住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性任务，围绕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体现时代特点和浦东特色以及大力举荐培养优秀青年

人才两大主题，着力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活跃团的基层

工作，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切实引导和激励全区

广大团员青年发扬“开放包容、务实创新、艰苦创业、追求

卓越”的浦东创业精神，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基层团组织和

先进个人。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浦东新区开发

开放 25周年，为树立典型、弘扬先进，经基层申报、评选，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决定，授予共青团上海市浦东

新区上钢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等 23 家基层团（工）委

2014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红旗团委”称号；授予共青团上海

市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等 45 家基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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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 2014 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特色团委”称号；授予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凌二居民区团支部等 25 家基层团（总）

支部 2014 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授予中

青旅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青旅（上海）国际会议展

览有限公司联合团支部等 93 家基层团（总）支部“浦东新

区五四特色团支部”称号；授予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梁婷等 180 名同志 2014 年度“浦东新

区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街道）

的蒋沈舣等 134 名同志 2014 年度“浦东新区优秀共青团干

部”称号，并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基层团组织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争创佳绩。希望全区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

青年以受表彰的基层团组织和先进个人为榜样，坚持树立

“新常态思维”，牢牢抓住自贸试验区全面辐射浦东的大好

时机，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虚功实做，久

久为功，以良好的形象和优异的成绩向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

年献礼！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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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共 23家）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局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学校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人民法院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川沙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上南中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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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特色团委”名单 

（共 45家）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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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上海浦东新区金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浦东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冠松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东方医院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综合委员会 

共青团国太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地方）税务局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育民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沪新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华东师范大学张江实验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洋泾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高级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三林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互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沪江网）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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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红旗团支部”名单 

（共 25家）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凌二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联洋分社区团总支 

浦东新区三林镇房产交易市场团支部 

浦东新区张江镇环东中心村团总支 

浦东新区唐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高东镇杨园三居团支部 

上海市凌桥环保设备厂有限公司团支部 

浦东新区合庆镇机关团支部 

浦东新区惠南城管中队团支部 

浦东新区新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康桥镇横沔社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祝桥镇机关团总支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招商中心团支部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网安支队团支部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洋泾派出所团支部 

浦东新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所团支部 

浦东新区东海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竹园小学团支部 

上海申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团总支 

浦东新区婚姻管理所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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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上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团支部 

上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执法大队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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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浦东新区五四特色团支部”名单 

（共 93家） 

 

中青旅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青旅（上海）国际会议

展览有限公司联合团支部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松山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上钢四村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凌一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浦二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伟锦小区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江南山水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东城分社区团总支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钦洋分社区团总支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由由分社区团总支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热线信息中心团支部 

北京信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团支部 

浦东新区三林镇文广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三林镇杨思一居团支部 

浦东新区张江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团支部 

浦东新区张江城管中队团支部 

浦东新区唐镇东唐苑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唐镇金盛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高东镇高东新村团支部 



9 

 

浦东新区高东镇徐路村团支部 

浦东新区高行镇浦江居民区团支部 

上海高桥捷派克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一分仪表团支部 

上海通昌园林市政有限公司团支部 

浦东新区金桥镇金葵第一居民区团支部 

上海通汇汽车零部件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团总支 

浦东新区合庆镇文广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惠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周浦镇瓦南村团支部 

浦东新区新场镇东城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康桥镇周康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康城学校团总支 

浦东新区宣桥镇中心村团支部 

浦东新区宣桥镇艺泰安邦居民区团支部 

上海祝桥空港工业区团总支 

浦东新区泥城镇机关团支部 

浦东新区泥城镇彭镇居委新泐联合团支部 

浦东新区泥城镇云松苑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万祥镇机关团支部 

浦东新区书院镇丽泽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书院镇新舒苑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书院镇塘北村团支部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临港家园居民区团支部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芦潮港社区果园居民区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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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芦潮港社区新芦居民区团支部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团总支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治安支队团总支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杨新村派出所团支部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沪东新村派出所团支部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所团支部 

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运输管理署团支部 

浦东新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团支部 

浦东新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团总支 

浦东新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团总支 

浦东新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浦东新区高桥镇小学团支部 

浦东新区顾路镇中心小学团支部 

浦东新区东城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东沟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高东幼儿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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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潼江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浦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团支部 

浦东新区黄楼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坦直幼儿园团支部 

上海市五三中学团总支 

浦东新区小天鹅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辅读学校团总支 

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团支部 

浦东新区未来之星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东南幼儿园团支部 

浦东新区凌兆小学团支部 

浦东新区冰厂田幼儿园团支部 

上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金雅拓公司联合团总支 

上海京瓷电子有限公司团支部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机关团支部 

浦东新区气象局团支部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老干部局机关团支部 

上海联洋集团有限公司团总支 

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杨高分公司团支部 

浦东新区金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一分公司团支部 

上海临港新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海港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团支部 

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推进中心、浦东新区信息化

协会联合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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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浦东新区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共 180 人） 

 

梁  婷（女）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王  莹（女）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 

徐思媛（女）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创建办 

沈丽凤（女）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盛大金磐社工站 

张萌颖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武装部 

吴跃武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监察审计科 

张洁胤（女）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张  茜（女）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郭嘉文（女）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德州六村居委会 

吴  丹（女）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金杨中队 

计宸莹（女） 上海市浦兴中学 

张  倩（女）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杨  顺（女）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办事处 

陈  晨 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金谊河畔居委会 

沈黎丰 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办事处 

王佳琦（女） 浦东新区东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吴佩玥（女） 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残联阳光之家 

马一鸣       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陈家宅居委会 

陆倩婷（女） 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潍坊五村居委会 

田  佳（女）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办事处 

郑智君       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寿二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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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威  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办事处 

金  婷（女）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东城三居委会 

陆连萍（女）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陈亦徐（女）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办事处 

卫嘉骅（女）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由由九居委筹备组 

卫  琳（女）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人口办  

陈  婷（女）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社区志愿者协会 

张  扬（女）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周秋永 上海融德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范文佳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永安居委会 

丁子立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上海滩花园居委会 

顾文翔 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 

吕华琦       浦东新区三林镇党群办宣传统战部 

何  立 浦东新区北蔡镇天池居委会 

曹林香   上海同福易家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王英姿（女）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吴  欢（女）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建设和环境保护事务中心 

张  华（女）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六团社区 

汪洋洋 捷安特自行车行 

薛黎荣 浦东新区张江镇城市经典居委会 

卢  胤（女） 浦东新区唐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顾佳冬 浦东新区唐镇人民政府民政办 

乔怡萍（女) 浦东新区唐镇人民政府党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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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双超 浦东新区唐镇东唐苑居委会 

姚  琦 浦东新区高东镇楼夏景园居委会 

季  虹（女） 浦东新区高行镇森兰尚城居委会 

罗陟妹（女） 浦东新区高行镇文广服务中心 

张晨艳（女）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许之龙       浦东新区高桥镇人民政府 

徐春燕（女） 浦东新区金桥幼儿园 

朱丹晴（女） 浦东新区曹路镇文广服务中心 

季佳悦（女） 浦东新区曹路镇启明村村委会 

施萍萍（女） 玛戈隆特骨瓷（上海）有限公司 

郭一吟（女）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青草沙原水厂 

王相龙 浦东新区合庆镇党政办 

苏  歆（女） 浦东新区惠南镇西城居委会 

赵  娜（女） 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严菲菲（女） 浦东新区惠南镇六灶湾村村委会 

仇晓超 浦东新区惠南镇惠城居委会 

周  杰 浦东新区周浦镇东南居委会 

徐周杰       浦东新区大团镇社会综合治理中心 

王  斐（女） 浦东新区新场镇王桥村委会 

封  维（女） 浦东新区康桥镇怡园村委会 

宋晨林 浦东新区康桥镇绿洲康城社工站 

奚海东 浦东新区康桥镇横沔社区 

林  琳（女） 浦东新区康桥镇和合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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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斌       上海施能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闵莉萍（女） 浦东新区航头镇社会稳定办 

薛佳英（女） 浦东新区宣桥镇欣松苑居委会 

吴  檬（女） 浦东新区祝桥镇党群办 

郁晶茹（女） 浦东新区祝桥镇盐仓社区 

赵冰倩（女） 浦东新区祝桥镇星火村委会 

朱静慧（女） 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文明办 

瞿  枫       浦东新区泥城镇云松苑居委会 

邵淑燕（女） 浦东新区泥城镇横港村委会 

姚燕婷（女） 浦东新区泥城镇云帆苑居委会 

尹士丰（女） 上海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 

潘淑佳（女） 浦东新区书院镇四灶村委会 

唐万里       浦东新区书院镇“三违”处置中心  

厉  源       浦东新区书院镇第一居委会 

夏  杰 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 

黄夏清（女）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芦潮港社区新芦居委会 

张立波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川沙分区指挥部 

徐梁吉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东明路派出所 

许  斌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金杨新村派出所 

曹  磊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康桥派出所 

陈  懿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 

王海涵（女）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周东派出所 

潘舒闻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洋泾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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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雯彬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 

沈佳荣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六里派出所 

姚  远 上海市公安分局浦东分局高行派出所 

蒋晶洁（女） 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叶  芊  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吴石涌 浦东新区网格中心 

徐  青（女） 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 

刘佳旭（女） 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张金燕（女） 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 

高俊伟        上海欣海报关有限公司 

黄侃奇 浦东新区中小企业推进服务中心 

沈尧欣（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季  斌 上海市东方医院 

邱  辰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唐惜艳（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钱佳超（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 

柯定坤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 

林丹萍（女） 浦东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 

杨  燕（女）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朱蓓蕾（女） 浦东新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乔旨鹰       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官  昌 浦东新区航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潘斐然（女） 上海市建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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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麟 上海市高桥中学 

金楚捷（女）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 

樊  燕（女） 浦东新区听潮艺术幼儿园 

吴晨昊（女） 上海市进才中学 

朱正清（女） 上海市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 

杭  越（女） 上海第六师范附属小学 

张晓诚 浦东新区东方幼儿园 

郭明君 浦东新区华林小学 

周孙鑫 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 

刘伊骏（女） 浦东新区张江经典幼儿园 

刘嘉仪（女）  浦东新区南门幼儿园 

褚  燕（女） 浦东新区中市街幼儿园 

刘思思（女） 上海市浦泾中学 

贾漪文（女） 浦东新区云台幼儿园 

沈卫挺 浦东新区世博家园实验小学 

张倩雯（女）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小学 

冯  莺（女） 浦东新区源深体育发展中心 

张  辉 上海浦东游泳馆 

赵辰威 浦东新区教育局会计核算中心 

瞿  婷（女） 浦东新区规土局第三管理所 

严  浩 上海市浦东新区石油制品行业协会 

叶沛雨（女） 协力律师事务所 

王  岚（女）  上海互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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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婧（女） 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周  丽（女） 张江药谷联合团支部 

毛宇晨 上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周玉洁（女） 赛默飞世尔仪器有限公司 

金  燕（女） 后藤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张  帆    上海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 

余  洁（女）  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秀婷（女） 中德安联保险公司 

张明国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鲍勤燕（女） 重度残疾人寄养院 

徐阳鸣（女） 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 

余钟奇 浦东新区气象局 

马  凯 国家安全局 

韩程程（女） 浦东新区司法局 

丁敏来 浦东新区国资委 

虢  琦（女） 浦东新区审计与信息管理中心 

刘  影（女）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 

高  婧（女） 上海张江火炬创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杨吾冰（女） 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周  钦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赵  俊 上海外高桥英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陶汝婷（女）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张  强        上海金桥再生资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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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凌君       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  晨（女）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朱文希（女）  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 

张小军 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 

朱晶杰 上海永安劳务管理中心 

瞿方靓 上海全日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邹婷婷(女)   浦东新区上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冯冬琦 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沈天宇       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 

郝薛妹(女)   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 

王  证 上海南汇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胡嘉禄        上海南汇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静敏(女)    上海孙桥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  伟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 

汪  瑶（女） 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严紫菱（女）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胡  月（女） 上海益流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于  丹（女） 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宣丽赟（女） 上海浦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夏  冰（女）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黄  磊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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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浦东新区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共 134 人） 

 

蒋沈舣（女） 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周  雯（女）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社区学校团支部书记 

王文平（女）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仁恒居委团支部书记 

杨  晓 上海金陵电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张  菁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街道）团工委书记 

徐  悦（女）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郑  敏（女） 浦东新区浦兴（社区）街道团工委书记 

李  霞（女）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东一居委团支部书记 

姚静吉（女） 浦东新区东明社区（街道）团工委委员 

朱燕芬（女） 浦东新区东明社区（街道）团工委委员、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团支部书记 

蒋浩俊 浦东新区潍坊社区（街道）团工委副书记、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团总支书记 

毛慧倩（女）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上南十村一居民区团支部书记 

张彦华（女）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事业联合团支部书记 

潘韵雯（女） 浦东新区沪东社区（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魏小东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团支部委员 

金  晶（女） 浦东新区花木社区（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陈  雍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联洋新社区团总支书记 

沈  慧（女） 浦东新区洋泾社区（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曹  聪 浦东新区源深体育发展中心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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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诗帆（女） 浦东新区三林镇机关团支部委员 

马佳尉 浦东新区三林镇团委委员 

蔡琤琳（女） 浦东新区北蔡镇社会网络化综合管理指挥中心团支部

书记 

叶康弘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叶霞丽（女） 浦东新区北蔡镇大华一居团支部书记 

曹燕君（女）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团委书记 

张  波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陈行村团支部书记 

高勍蛟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张江中队团支

部书记 

郑  昊 浦东新区高东镇团委书记 

金晓春（女） 浦东新区高东镇杨园新村第四居委团支部书记 

仲崇禹（女） 浦东新区高行镇浦江居民区团支部书记 

冯  磊 浦东新区高桥镇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马飞磊 浦东新区高桥镇团委副书记 

龚  慧（女） 上海通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张金怡（女） 浦东新区曹路镇中虹家苑居委团支部书记 

沈  艳（女） 浦东新区民办育才小学团支部书记 

席怡蓉（女） 浦东新区合庆镇团委委员 

蔡旖妮（女） 浦东新区惠南镇团委书记 

倪晶晶（女） 浦东新区惠南镇明光村团支部书记 

周朱皓 浦东新区周浦镇团委副书记 

王  亚 浦东新区康桥镇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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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薇（女） 浦东新区康桥镇汤巷村团支部书记 

殷明慧（女） 浦东新区航头镇团委书记 

周  洁 浦东新区航头镇团委副书记 

金晓燕（女） 浦东新区宣桥镇团委书记 

闵桂峰 浦东新区宣桥镇团委副书记 

赵辉茂 浦东新区祝桥镇团委书记 

朱  瑶（女） 浦东新区祝桥镇团委副书记 

胡淑洁 浦东新区泥城镇团委书记 

夏  贲 浦东新区泥城镇团委副书记 

金倩倩（女） 浦东新区万祥镇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张记波 浦东新区书院镇团委副书记 

顾  杰 浦东新区书院镇团委副书记 

朱  峰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团委副书记 

孔  东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治安支队团总支副书记 

张林俊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团委委员 

董亚铭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陆家嘴治安派出所团支部委员 

丁  淼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人口管理办公室团支部书记 

沈昕贤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三林派出所团支部委员 

王佳磊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梅园新村派出所团支部书记 

梁  莹（女）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花木派出所团支部书记 

钱晓娟（女） 浦东新区建交委团委副书记 

郑  骞 浦东新区建交委团委委员 

杨华锋 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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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欣毅 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中心团支部书记 

余艳青（女） 浦东新区安全生产协会团支部书记 

董亚娟（女） 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团委书记 

严  仁 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团委委员、执法大队团支部书记 

孙  非（女） 浦东新区卫计委团工委书记 

高  远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团委书记 

薛晏旻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团委委员 

王之涵 上海浦东医院团委书记 

张  彬 浦东新区中医医院团总支书记 

夏丽莉（女）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所团支部书记 

江  凌（女） 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 

叶晓青（女） 周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 

金宇雅（女） 浦东新区卫生发展研究院团支部书记 

徐丽丽（女） 上海市沪新中学团委书记 

倪瑾谊（女） 上海市陆行中学北校团总支书记 

倪  斌（女）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附属小学团支部书记 

胡耀欢（女） 浦东新区蒲公英幼儿园团支部书记 

杨  雪（女）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团委书记 

陆艳华（女） 上海市陆行中学团委书记 

罗小琼（女） 上海市泾南中学团委书记 

张  缨（女） 上海市王港中学团队干部 

陈  瑜（女） 上海市江镇中学团委书记 

张佩华（女） 上海市祝桥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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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芹（女） 浦东新区六灶幼儿园团支部书记 

吴佳雯（女） 上海市上南中学团委书记 

李彦华（女） 上海市杨思高级中学团委书记 

蓝振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周浦中学团委书记 

蔡  晨 上海市上南东校团总支书记 

吴  江 上师大附中团委书记 

赵  娜（女） 浦东新区规土局第四管理所团支部书记 

马  莉（女） 浦东新区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团支部书记 

谢元璐（女） 浦东新区社会组织综合团工委书记 

王  栋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团支部副书记 

俞冬群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团委书记 

胡  靖（女）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综合团委副书记 

邱俊杰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团工委书记  

颜  飞 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办公室机关团总支书记 

王  晔 浦东新区税务局临港分局团支部书记 

陆明明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团委副书记 

俞  硒（女）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团委副书记 

卢黎君（女） 浦东新区财政局团总支委员 

杨立发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机关团总支副书记 

顾婷婷（女）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团委副书记 

周佳蕾（女）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蒋成达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黄  婧（女）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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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丹（女） 上海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孙  敏（女）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

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顾晓宇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委员 

张洁漪（女）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华  文（女）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黄蓓蓓（女） 上海陆洋经济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委员 

邹尚臻 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钱  欣（女） 上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委员 

刘海滟（女） 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童卓昱 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杨  骅 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赵  莉（女） 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金莉莉（女） 上海南汇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团工委书记 

桑浩然 上海南汇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团工委副书记 

张  艇 农发集团团工委委员、孙联发公司团支部书记 

袁  帅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医谷商务酒店团

支部书记 

周  斌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吴梦馨（女） 上海南汇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谈金萍（女） 上海益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陈茜茜（女） 上海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团支部书记 

苏丽莉（女） 上海浦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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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冠倞（女）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团总支副书记 

翟  磊 浦东新区团委青少年事务部部长 

杨  阳（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业务二科科长 

张洁静（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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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 年度浦东新区青年岗位建功活动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 

 

浦团委（2015）42号 

 

浦东新区区级机关团工委、直属委局团（工）委、社区（街

道）团（工）委、镇团委、直属公司（园区综合）团（工）

委、挂靠公司团委： 

2014年，在各级党政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各团组织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建功、育

人和服务三个重点，聚焦目标，狠抓落实，团结带领全区广

大职业青年聚焦浦东和本地区、本单位、本行业重点工作，

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推动浦东“创新驱动

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了一大

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为表彰在 2014年度浦东新区青年岗位建功活动中成绩

优异的青年集体和个人，激励广大职业青年在新的一年中再

接再厉、争创佳绩，经综合各青年文明号、青年突击队互访

互评及岗位能手评审会的成绩，现研究决定，命名南码头路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前台部等 51个集体为“2014 年

度浦东新区青年文明号”；命名浦东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警

show花木”青年突击队等 10 个青年突击队为“2014 年度浦

东新区标杆青年突击队”；命名南码头路街道民兵青年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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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等 40个青年突击队为“2014 年度浦东新区优秀青年突击

队”；授予浦东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警员王炜等 10 位同志

“浦东新区标杆青年突击手”荣誉称号；授予浦东新区临沂

六村居委居民区副书记谢玉所等 43 位同志“浦东新区优秀

青年突击队员”荣誉称号；授予捷派克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机泵设备检维修高级工张宏飞等 10 位同志“2014 年浦东

新区杰出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授予南码头路街道党政

办公室文秘刘臻等 101位同志“2014 年浦东新区青年岗位能

手”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能一如既往，昂扬斗

志，发挥表率作用。希望全区广大职业青年向先进集体和个

人学习，为全面完成 2015年度浦东新区城市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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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年文明号名单 

（共 51家） 

 

南码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前台部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花木街道思学青年读书会 

北京信隆上海分公司培训中心 

三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杨东分中心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张江中队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飞行管理部 

合庆镇文广服务中心 

上海申茂电磁线有限公司绕包车间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康桥中队 

祝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服务窗口 

泥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书院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青年班 

浦东公安分局金杨新村派出所综合组 

浦东公安分局沪东新村派出所治安组 

浦东公安分局三林分区指挥部侦查办案队 

浦东公安分局特警支队二中队一警组 

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刑科所法医组 

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刑八队邬继青探组 

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刑二队杨文卿探组 

浦东新区航务管理署杨思站下闸管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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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基建项目和资产管理中心基建管理科 

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普查中心第二调查科课题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价格认证中心鉴证科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桃研科 

东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 

周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方医院南院急诊护理单元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门急诊部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所儿童保健科 

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 

浦东新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业务法制办 

竹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联合会教育教学研究组 

进才中学高二德育创新团队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三年级数学备课组 

上海三国机械有限公司攻关小组 

上海红星美凯龙金桥物业电工班组 

上海永安劳务管理中心 

世纪公园市场企划部 

上海临港新城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康乐医疗组 

浦东新区市民中心结婚登记窗口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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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张江地区检察院 

浦东新区国家（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所 

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登记受理窗口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研究七部 

上海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十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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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标杆青年突击队名单 

（共 10家） 
 

浦东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警 show 花木”青年突击队 

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二大队东方明珠中队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重大市政道路建设指挥部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药管圈”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服务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星星守护神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东海幼儿园橙色海贝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城市环境气象中心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助残”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局临港分局青年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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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优秀青年突击队名单 

（共 40家） 
 

南码头路街道民兵青年突击队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 

花木街道思学青年突击队 

高桥镇文化讲解青年突击队 

惠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大厅“领航之星”青年突击队 

周浦镇城市管理应急指挥中心青年突击队 

临港南汇新城镇促进就业青年突击队 

临港地区“青年社会组织”培育青年突击队 

浦东公安分局临港分区指挥部侦查办案队青年突击队 

浦东公安分局网安支队“网络稳控青年先锋队” 

浦东公安分局世博园区公安处“安保先锋突击队” 

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禁毒打击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中心垃圾分类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统计普查中心社情民意专题项目组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东滩圈围工程渔民转移补偿工作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农用地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37 度的关爱”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防保科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灵驿站与你同行”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浦兴中学少先队教研组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蒲公英幼儿园童心畅想青年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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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新世界实验小学 S.H.E 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新云台中学 DALA 梦想成真项目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竹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突击队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龚小青春梦”艺术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潼江幼儿园潼星成长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南门幼儿园微信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源深体育发展中心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云台幼儿园青年突击队 

张江小贷公司“雏鹰之星”青年突击队 

中环线浦东段工程青年突击队 

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评测中心国家实验室青年突击队 

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征地安置服务青年突击队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阳光青年突击队 

临港港城建管公司环湖三路 A 港桥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科技基金管理青年突击队 

浦东法院“普法”法治宣传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税务局临港分局临港税务人青年突击队 

三林镇市场监管所民生保障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婚姻管理所结婚登记市民中心青年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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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标杆青年突击手名单 

（共 10名） 
 

王  炜 浦东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警员 

张丹青（女） 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 

姚伟成 浦东新区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市政管理部科员 

时扣荣（女）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 

胡轶凡（女） 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 

王  英（女） 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蔡燕英（女） 浦东新区东海幼儿园行政助理 

马井会 浦东新区气象局城市环境气象中心主任 

蔺鹤坤 浦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康复部主任 

陈  晔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局临港分局注册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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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优秀青年突击队员名单 

（共 43名） 

 

谢玉所 浦东新区临沂六村居委居民区副书记 

顾  敏（女） 沪东新村街道办事处网格化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王丽平（女） 花木街道办事处党委秘书 

陈春华 三林镇文广服务中心舞龙队负责人 

陈晓霞（女）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张江中队城

管队员 

陆薇怡（女） 高桥镇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钟延伟（女） 上海通汇汽车零部件配送中心有限公司规划工程师 

李  彦（女） 惠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人员 

张可人 周浦镇城市管理应急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队长 

黄联峰 浦东新区大团镇安全生产监察队队员 

吁  挺 上海高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朱磊婷（女） 祝桥镇大学生村官 

樊尚叶（女） 泥城镇农村公路管理站路政工作人员 

乔  杰 书院镇丽泽社区居委会居委委员 

朱安莉（女） 南汇新城镇青少年事务社工 

罗奕君（女） 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会主席 

金晓芬（女） 南汇新城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劳动保障窗口工作人员 

李孟辰（女） 上海电机学院团委新媒体中心负责人 

赵  川 上海临港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服务部员工 

陆志文 浦东公安分局临港分区指挥部侦查办案队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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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展东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科长助理 

宋  丹（女） 浦东新区川沙城管署市政设施管理科科员 

陈  剑 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基建中心基建一科工程管理人员 

胡  军（女） 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基建中心科员 

彭成阳 浦东新区统计普查中心科员 

张欣蕾（女） 浦东新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办公室人员 

安忠花（女） 浦东新区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夏瑾晋（女） 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生 

潘昵昵（女） 上海市东方小学教师 

王佳丽（女） 上海市上南实验小学教师 

虞佩培（女） 上海市长岛中学教师 

沈飞虎 上海市浦东新区致立学校教师 

丁  崔 上海市浦东新区园西小学教师 

黄  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孙  颖（女）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助理 

任奎军 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测试主管 

邢燕玮（女） 上海永安劳务管理中心部门经理助理 

曲舒洋（女）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学生 

姚  晓 上海临港新城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助理 

芮栋梁 上海临港新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陶  伟 上海临港新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崔  晓 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临港分局综合业务科副科长 

陈  瑶（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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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名单 

（共 10名） 

 

张宏飞 捷派克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机泵设备检维修高级工 

李  义 浦东新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师 

黄振懿 上海市文建中学校办主任 

李  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器件工程师 

韩建超 微创心脉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丁勤艺 金雅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维修工程师 

韩  璐（女） 上海市乔文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刘士辉 上海孙桥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顾琤琮（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助

理检察员 

黄姗婕（女） 浦东新区国际交往中心翻译接待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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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年岗位能手名单 

（共 101名） 

 

刘  臻 南码头路街道党政办公室文秘 

朱  晓 陆家嘴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张  元（女） 上钢新村司法所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专职干部 

檀金莲（女） 上海世纪星双语实验幼稚园大教研组长 

郑  敏（女） 浦兴路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 

宰晓露（女） 东明路街道党员服务中心社工 

沙  莹（女） 上海中致服务社业务督导、潍坊街道青少年事务社工 

朱  晔 周家渡街道青少年事务社工 

倪燕莉（女） 沪东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总服务台人员 

王文彬 花木街道文广服务中心群文干部 

张  璐 塘桥社区党员服务中心党务管理人员 

康有为 上海融德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装配钳工 

顾  晶（女） 三林镇世华锦城居民区干部 

徐  雯 上海莲南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傅燕婷（女） 川沙新镇人民政府党群办职员 

郑金龙 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 IT部总监 

张津铭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支队张江中队市

容副中队长 

华诗文（女） 唐镇人民政府机关党总支委员、机关工会委员 

张  君（女） 上海东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兼党务干部、工会主席 



40 

 

戴国明 高行镇青少年事务社工 

钟延伟（女） 上海通汇汽车零部件配送中心有限公司规划工程师 

张金怡（女） 曹路镇中虹家苑居委会中虹家苑青年中心主任 

陈玉震 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总成装配车间

班长 

丁剑青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执法支队惠南中队一线执法人员 

张可人 周浦镇城市管理应急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队长 

凌  俊（女） 大团镇青少年事务社工 

郭  晶（女）  新场镇人民政府党群办副主任 

陈  翔 上海康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雪锋 上海逸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部长 

王卫军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厂长 

陈方方（女） 祝桥镇人民政府党群办宣传干事 

夏晓燕（女） 上海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业务员 

唐玲玲（女） 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 

瞿天浩 万祥镇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宣  丹 上海伟佳家具有限公司安保部主管 

刘洁璟（女） 上海临港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刘海涛 南汇新城镇人民政府精神文明专职干事 

傅  阳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惠南派出所社区民警 

刘文轩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五大队交通外勤民警 

陶  坚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网安民警 

凌伟青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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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峰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队八大队副队长 

陆  伟 浦东新区建交委综合规划处 

郭  明 浦东新区陆家嘴城市管理署工程管理人员 

宋剑翔 浦东新区统计普查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 

邱  枫 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外经贸处主任科员 

贾文斌 浦东新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监察员 

金彩华（女） 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孙  畅 浦东新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医疗执业监督科科员 

亓东铎 上海市东方医院主治医师 

蒋申贞（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缓疗护科

专职护士 

沈建英（女） 浦东新区惠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组长 

孙永康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师 

朱  靖 上海浦东游泳馆办公室副主任 

阚  磊（女） 华东师范大学张江实验中学教师 

王华琴（女） 上海海洋大学附属大团高级中学教师 

王仁华（女） 上海市绿川学校教师 

王  丹（女） 上海市建平中学教师 

朱  骏 浦东新区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征地项目经办人 

周盛敏 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张如梅（女） 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黄廷立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张伟平 上海三国机密机械有限公司制造部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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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晓（女） 上海京瓷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企画室主任 

徐  赟（女） 上海喜喜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副会长 

王子秋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支队监管人员 

张  静（女）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前滩项目

部的机电工程师 

卢  佳（女） 上海张江慧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服务部经理 

胡  蓓（女）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

执行经理 

唐  弟 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科科员 

宋林俊 上海浦东发展置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朱琳丽（女） 上海广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小军（女） 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专员 

贺绍慧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业务经理 

丁  迅（女） 上海市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审计主管 

吴伟洁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 

刘华林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修理工 

丁建华 上海瑞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钳工 

沈荣荣 上海孙桥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分公司技术人员 

姜晶晶（女）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统计职员 

彭  晖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副经理 

钱美华（女） 上海益流客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 

郁  临（女） 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交互设计工程师 

萧拯民 上海市浦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主管 

何  群（女） 上海烟草集团浦东烟草糖酒有限公司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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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欢 浦东新区人保局就业促进中心职介服务科人员 

韩  伶（女）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 

邵  颖（女） 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六税务所综合受理组组长 

朱靓娴（女） 浦东新区民政局组织人事干部 

梁  爽（女）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人员 

杨立发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处主任科员 

沈晓园（女） 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科员 

马金锁 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劳动关

系协调员 

彭振磊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课题组长 

卢必丑 上海栗缘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伟贤 上海科技馆电子电气工程师 

黄  帅 泥城镇人民政府经发办工贸口负责人 

林  一（女） 浦东新区云凌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董 

徐慧陇 唐镇东唐苑居委居委干事 

顾  平 张江镇华科居委会支部委员 

宋  颖（女） 上海市浦东医院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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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浦东新区共青团组织获得全国、市、区级 

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2014 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机关团总支 

 

2013-2014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经营部 

 

2014 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团委 

 

2014 年度“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名单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社区（街道）团工委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团委 

 

2014 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名单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机关团总支 

 

2014 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名单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世博园区公安处团支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 

上海金陵电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北大居民区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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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体育发展中心团支部 

上海浦东北蔡市政建筑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骏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团支部 

 

2014 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名单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青宣”志愿者服务队 

上海市洋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缓疗护青年团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星星守护神”青年教师集体 

上海南汇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青年团队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公司世纪大都会项目青年突击队 

 

2014 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名单 

杨文卿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队二大队民警 

刘  迪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团委副书记、浦

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二监督分站副

站长 

严  涛 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莎车分指挥

部财务组组长（派出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

人民政府） 

周  洋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街道）团工委书记、街

道办事处组织人事科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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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旻（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社区（街道）团工委书记、

街道办事处群文科科长 

任  筠（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群文科科长 

赖春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党群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团委副书记 

蔡旖妮（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团委副书记 

黄蓓莉（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世界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周家

渡社区（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顾 燕（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防汛指挥中心署长助理 

朱 明     上海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 

胡 宁（女） 上海聚效广告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李长春 上海地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 

居  振 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组织地区部（青年人才工作

部）主任科员 

姚小雨（女） 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青少年事务部副主任科员 

  

2014 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唐晓菁（女）  上海市进才中学高二（８）班学生 

潘祎文（女）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教师 

沈可蕾（女）  上海市南汇第四中学教师、大队辅导员 

瞿翡祎（女）  上海市浦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 

陆维佳（女）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青少年服务部上钢社工点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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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俊     上海浦东发展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三部配套工程师 

金莉莉（女）  上海南汇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

机要文秘、公司法务 

谢梦嘉 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青少年事务部干事 

朱 倩（女） 上海浦东新区公共人事服务中心派遣工 

  

2014 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李亚亮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团委书记 

饶晟平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指挥处团总支书记 

张丽萍（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社区（街道）团工

委书记 

蒋丽婷（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机关团支部书记 

周丽娜（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团委书记、浦东新区卫计

委团工委副书记 

唐燕丽（女）  上海市川沙中学华夏西校团总支书记 

于 丹（女） 国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委员 

赵婷婷（女）  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组织地区部主任科员 

宋良冰（女）  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宣传志愿者部主任科员 

 

2013-2014 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东方幼儿园青年教师组 

浦东新区光明中医院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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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部 

上海浦东游泳馆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血管病重症监护室护理组 

上海市九段沙湿地保护研发岗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交往中心翻译接待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组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 

塘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大厅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开发设计部工艺组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研究五部 

 

2014 年度上海市标杆青年突击队 

临港地区“育苗工程”青年突击队 

临港税务人青年突击队 

 

2014 年度上海市优秀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药管圈”青年突击队 

浦东新区星星守护神青年突击队 

浦东公安分局网安支队“网络稳控青年先锋”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局临港分局青年突击队 

临港地区“聚人工程”青年突击队 

上海同盛期货运营中心青年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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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盛物流汽车零配件项目部青年突击队 

洋山国检“扬帆自贸”青年突击队 

临港地区助推创新创业青年突击队 

临港地区“青年社会组织”培育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教学岗位能手青年突击队 

上海海事大学志愿者先锋青年突击队 

临港泥城镇农村公路管理青年突击队 

临港书院镇“三违”处置巡查青年突击队 

临港万祥镇村庄改造项目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标杆青年突击队员 

王  晔 浦东新区税务局科员 

孙筱和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组织人事办公室副

主任科员，临港地区青年工作共建委员会（筹）负责

人 

 
 

上海市优秀青年突击队员 

狄美静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教师 

张记波 浦东新区书院镇拆违一线行政执法人员 

 
 

上海市青年突击队优秀组织者 

奚才华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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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届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 

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淘公益” 

 

2014 年度上海共青团新媒体工作优秀集体奖  

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 

 

2014 年度上海共青团信息调研工作先进集体  

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