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青 团 梅 州 市 委 员 会

关于2020-2021年度梅州共青团
优秀集体和个人拟表彰名单的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 2020-2021年度梅州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

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推荐工作的通知》（团梅

市联〔2021〕4号）要求，通过各地各单位团组织推荐，经团市委

书记会审议，择优确定了拟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名单，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2021年5月6日至5月11日。如对候选集体或个人有

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向团市委有关部门实名反馈，反映事实要具

体清楚，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联系人：何颖婧、李辉

联系电话：0753-2267111

联系邮箱：mztswzzb123@163.com

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

2021年 4月 30日

mailto:mztswzzb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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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表彰集体和个人名单

一、梅州市五四红旗团委（17 个）

梅州市梅江区西阳中学团委

梅州市梅江区水白中学团委

梅州市梅县区华侨中学团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团委

兴宁市人民医院团委

兴宁市公安局团委

梅州市平远县铁民中学团委

梅州市蕉岭县人民医院团委

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团委

梅州市丰顺中学团委

梅州市五华县兴华中学团委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路达分公司团委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团委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梅州市分公司团委

广东交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御营运管理分公司团委

梅州市梅县区石坑镇团委

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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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州市五四红旗团（总）支部（19 个）

梅州市梅江区建设系统团支部

兴宁市龙田镇曲塘村团支部

兴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团总支

梅州市消防支队大埔县湖寮消防站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丰顺县税务局团支部

梅州市五华县公路事务中心团支部

梅州市五华县田家炳中学 2019级（21）班团支部

梅州市中心血站团支部

梅州市公安局委员会警务技术系统团支部

梅州海事局团支部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梅州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团总支

嘉应学院医学院药学系团总支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2019级英语 2班团支部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府前社区团支部

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团总支

梅州市星庆发实业有限公司团支部

96715部队 77分队团支部

武警广东省总队梅州支队梅江中队团支部

武警广东省总队梅州支队兴宁中队团支部

三、梅州市优秀共青团员（192 个）

赖科婷 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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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谦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隧道工程中心

梅州水务项目行政管理员

何伟豪 梅州市梅县区石坑镇人民政府 一级科员

陈俊威 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何 勇 兴宁市齐昌中学团委干事

吴晓媚 兴宁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科员

赖明怡 兴宁市第一小学教师

凌静敏 兴宁市齐昌小学教师

张昊昊 兴宁市福兴消防救援站文书

丘伟辉 梅州市蕉岭县司法局新铺司法所一级科员

赖卓凡 梅州市蕉岭县三圳镇人民政府一级科员

吴芸芸 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李云剑 国家税务总局大埔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钟定培 梅州市大埔县人民医院医生

涂春婷 梅州市丰顺县八乡山镇人民政府农业服务

中心职员

蔡璟赟 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人民政府一级科员

周桢武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消防救援站特勤班战斗员

李 凡 梅州市五华县财政局财务审核中心办事员

吴 怡 梅州市五华县人民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

周菊丽 梅州市五华县硝芳中学教师

钟柳琼 梅州市五华县潭下镇中学小学教师

曾静怡 嘉应学院社团联合会新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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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惠芳 嘉应学院社团联合会财务部副部长

刘思婷 嘉应学院社团联合会副主席

陈润楷 嘉应学院学生会委员

胡淑琦 嘉应学院学生会委员

谢梦霞 嘉应学院数学学院 1801班安全信息委员

张盈姿 嘉应学院计算机学院网络工程专业 2019级 08班

团支部书记

杨道朋 嘉应学院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1804班团支部

学长辅导员

谢 贝 嘉应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学长辅导员

廖静如 嘉应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学长辅导员

姚凯茵 嘉应学院化学与环境学院化学师范专业 2018级

02班团支部学长辅导员

丁杨洁 嘉应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团委第一副书记

邵雄康 嘉应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

洪绮缦 嘉应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学长辅导员

金彦欢 嘉应学院体育学院 1903团支部班长

刘绕琪 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团委副书记

马浩佳 嘉应学院教务办公室助理

陈圆圆 嘉应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资产评估专业

1806班团支部书记

朱贵利 嘉应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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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珮东 嘉应学院文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吴俊良 嘉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团委第一副书记

李媛媛 嘉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团学学生会主席

王嘉丽 嘉应学院林风眠美术学院学生

郑 琳 嘉应学院林风眠美术学院团委第一副书记

黄烁纯 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专业 1803班团支部爱心委员

卢淑仪 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专业 1803班团支部学生

曹立妹 嘉应学院团委宣传委员

汤洁璇 嘉应学院体育学院 1902班班长

梁淑婷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洪 芸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杨 江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吴倩宇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曹集铵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侯慧楠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甘 杨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社团部部长

江家敏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艺体系学生分会主席

麦淑婷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副主席

杨晓儀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文娱部部长

陈倩敏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前教育系学生分会主席

钟美瑶 梅州市审计局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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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智敏 梅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警务技术四级主官

曾裕文 梅州银保监分局团委委员、一级科员

万 果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梅州支队丰顺汤坑救援站

二班班长

刘清源 兴宁市龙田镇人民政府科员

蓝宇欢 兴宁市水口镇人民政府扶贫组组长

曾佳玉 梅州市大埔县大东镇人民政府科员

凌程宇 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人民政府财政结算服务中心

职员

李 婷 梅州市五华县河东镇一级科员

李冰儿 梅州市五华县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柜员

温裕鑫 广东开元实业有限公司职员

何宪萍 梅州市五华县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柜员

陈 楠 梅州兴宁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综合班中级

作业员

温梦楠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石油分公司

广梅加油站经理

周 旭 96715部队 59分队战士

岩温听 96715部队 71分队战士

刘 燕 96715部队 41分队战士

何泽辉 武警梅州支队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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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伟 武警梅州支队战士

陈诗梁 武警梅州支队战士

张子松 武警梅州支队战士

廖佳颖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3）班学生

游采现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初三（5）班学生

肇益芳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初三（5）班学生

黄晓敏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6）班学生

叶 婧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26）班学生

房安棋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11）班学生

陈 鋆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1）班学生

严翊昀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2）班学生

廖晓如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23）班学生

刘灵彬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14）班学生

郭智锐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一（22）班学生

洪圣淳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一（4）班学生

傅顺豪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12）班学生

林锦钰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初三（6）班学生

梁含月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19）班学生

罗雯钰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一（25）班学生

陈子信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一（16）班学生

曾雨千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高二（23）班学生

姚晓钰 梅州农业学校(梅州市理工学校)19学前教育（8）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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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婷 梅州农业学校(梅州市理工学校)19学前教育（8）班

学生

王文骏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中学初二（1）班学生

周佳明 梅州市梅江区水白中学初三（6）班学生

李 奕 梅州市梅江区黄遵宪纪念中学初三（2）班学生

李金琳 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高二（10）班学生

陈 玉 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高二（8）班学生

陈秋慧 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高二（1）班学生

杨 阳 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高二（8）班学生

魏亦婕 梅州市梅江区乐育中学高一（7）班学生

张凯欣 梅州市梅江区乐育中学高二（2）班学生

彭海林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高一（1）班学生

蔡佳琪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高一（2）班学生

李沁怡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高二（1）班学生

梁嘉宜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初二（4）班学生

张海文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高二（1）班学生

温 颖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高一（10）班学生

李嘉玲 梅县畲江中学高二(4）班学生

钟雨涵 梅县华侨中学初三（17）班学生

汪 纯 梅县高级中学高二(4）班学生

李 苑 梅县丙村中学高二(2）班学生

郭嘉怡 梅县丙村中学高二(2）班学生

李 玥 兴宁市齐昌中学高二（3）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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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元基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一（13）班学生

张德森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2）班学生

薛小麒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二（21）班学生

王锐玲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二（14）班学生

王惠明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二（8）班学生

石广生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13）班学生

刘 锐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一（13）班学生

罗宇航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4）班学生

罗晨昊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一（13）班学生

刘楷睿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初二（4）班学生

刘安琪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一（11）班学生

廖君腾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13）班学生

李 璇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14）班学生

李佳琪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二（21）班学生

高敬宇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14）班学生

范章明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三（13）班学生

陈芊芊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二（14）班学生

蔡 一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初三（1）班学生

曾力为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初三（2）班学生

曾嘉宝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高一（14）班学生

朱 懿 梅州市兴宁市齐昌中学高一（2）班学生

林辛恬 平远县铁民中学初二（1）班学生

李思琪 平远县平远中学高一（8）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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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文 平远县平远中学高一（8）班学生

曾柏鑫 蕉岭县蕉岭中学初三（4）班学生

郭 鑫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一（5）班学生

黄安琪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10）班学生

刘梓钺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11）班学生

林 优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8）班学生

江梦缘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7）班学生

凌碧娴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7）班学生

陈宇萌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11）班学生

戴子雁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9）班学生

梁惠冰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10）班学生

丘一茜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11）班学生

涂华宇 蕉岭县蕉岭中学高二（11）班学生

廖婷婷 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三（8）班学生

姚小婷 大埔县田家炳高级职业学校 19秋教育证书（3）班

学生

陈贤浩 大埔县进光中学高二（1）班学生

贺文静 大埔县进光中学高三（1）班学生

连 俊 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初三（1）班学生

廖怡婷 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初三（1）班学生

郑耀颂 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二（15）班学生

罗亦顺 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二（1）班学生

房 垚 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三（16）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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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晨 大埔县虎山中学高二（1）班学生

梁潍炫 大埔县虎山中学高二（1）班学生

房怡妍 大埔县高陂中学初三(1)班学生

丘如敏 大埔县大东实验学校初二（1）班学生

杨佳慧 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三（13）班学生

罗冬圆 大埔县虎山中学高二（4）班学生

蔡文焱 大埔县虎山中学高二（3）班学生

张芳华 丰顺县实验中学高二（11）班学生

李惠琴 五华县五福中学初三（1）班学生

曾乐天 五华县中英文实验学校高一（3）班学生

温怡珊 五华县硝芳中学初三（4）班学生

宋亦桐 五华县硝芳中学初三（5）班学生

陈玲芳 五华县职业技术学校 2019级社会文化艺术（1）班

学生

戴俊龙 五华县水寨中学高二（18）班学生

曾丽丹 五华县萃文中学高三（1）班学生

甘会娴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4）班学生

张 希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15）班学生

刘慈芳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4）班学生

李日生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三（14）班学生

胡敏敏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16）班学生

李 静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7）班学生

万文丽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8）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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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洋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8）班学生

张彬彬 五华县安流中学高二（4）班学生

吴佳悜 五华县高级中学高二（17）班学生

徐恺妮 五华县华新中学初三（6）班学生

四、梅州市优秀共青团干部（53 个）

张 建 梅州市梅江区伯聪学校团委委员

刘淑娟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人民政府职员

古庆宏 梅州市梅县区团委学少部部长

饶 淇 梅州市梅县区直属机关团支部副书记、

学少部负责人

李 鉴 梅州市平远县平远中学团委副书记

余兆奎 梅州市大埔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团委书记

李清娟 梅州市丰顺县丰良中学团委副书记

刘露露 梅州市丰顺县职业技术学校团委负责人

陈红梅 梅州市五华县技工学校团委书记

林仲毅 嘉应学院计算机学院团委组织部委员

吴 灿 嘉应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团委第一副书记

李树泽 嘉应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团委第一副书记

李 丹 嘉应学院化学与环境学院团委副书记

梁佳裕 嘉应学院团委学术科技部委员

帅 晔 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团委副书记

李思萍 嘉应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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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班团支部副书记

王淑钰 嘉应学院外国语学校团委副书记

许洁钰 嘉应学院文学院团委副书记

莫颖婷 嘉应学院团委宣传部部长

陈家毅 嘉应学院团委志愿实践部部长

夏 丹 嘉应学院团委组织宣传科科长

廖 挺 梅州市中医医院团委书记

周婷娟 梅州市学艺中学教师

李斯娜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团总支书记

王怡璇 南方电网广东梅州城区供电局城北供电所综合

业务员

张熙焱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技术员

廖史君 兴宁农商银行党委办公室副经理

刘活活 梅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

齐雅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石油分公司

城区经营管理部综合管理员

周晓增 嘉应学院医学院团委书记

周正锋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团总支书记

郑容琪 嘉应学院医学院学生

刘蕙玮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副主席

杨雯慧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秘书部秘书长

高 涵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副主席

黄佳佳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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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婷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梁 彬 梅州市梅县区石坑镇人民政府 共青团副书记

彭婷婷 兴宁市水口镇人民政府团委专职副书记

邓书韬 梅州市大埔县光德镇人民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

副主任

李振萍 梅州市五华县横陂镇人民政府团委书记

徐 瑾 梅州市蕉岭县长潭镇人民政府兼职副书记

潘伟强 兴宁市阳光义工协会团支部副书记

李振君 梅州市五华县志愿者联合会团委书记

张柳宽 广东开元实业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

薛 欢 兴宁市永和镇人民政府团委专职副书记

黄美丽 兴宁市团委学少部部长

彭燕珠 梅州市五月花青少年服务中心

梅州市少先队副总辅导员

曾 鸿 96715部队 61分队排长

田 野 96715部队 51分队二分队分队长

钟志峰 武警梅州支队排长

黄志楷 武警梅州支队排长

黄邦杰 武警梅州支队排长

五、梅州市优秀团支部书记（9 个）

杨睿婷 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梅江区税务局税政二股

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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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杰 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钟劲梅 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矮岭村党委书记、村委书记、

团支部书记

喻思敏 国家税务总局大埔县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刘育波 梅州市大埔县人民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

胡银荣 梅州市丰顺县石江中学音乐教师兼团总支部书记

涂梦圆 梅州市五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务与保险

基金监督股出纳、一级科员

彭晓妹 嘉应学院化学与环境学院 1702团支部书记

钟红丽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第一团支部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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