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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重庆青年五四奖章”是全市青年的最高荣誉，“重庆市优秀共青团

员”“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是全市团
员青年、团干部和各级团组织的荣誉。2019 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
2018年度“两红”“两优”评选自3月启动以来，历经组织推报、群众评议、
专家评审、考察公示等环节，分别评比产生了10位受表彰个人、139个受
表彰个人（集体），集中体现了当代重庆青年和团员青年、团干部、团组织

崭新的时代风貌。
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团干部和各级团组织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

和集体学习，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
指示要求，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助推打好“三大攻坚
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中矢志不渝艰
苦奋斗，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重庆）

田丰，男，汉族，1982年9
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
公安局禁毒总队三支队
支队长。

2019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2019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事迹简介冉钰事迹简介
冉钰扎根奉节县太和乡高桥村，同

村委一起理思路、拔“穷根”，因地制宜
发展烟叶、药材、蔬菜等产业。年均发
展烟叶1000余亩、药材500余亩、蔬菜
200余亩，带领帮助全村硬化公路9.1公
里，实施通达工程13.9公里，修建田间
路7公里；新修水池累计1250立方米，
分散水池 18口，维修烟水配套水池
1300立方米，解决集中和分散供水问
题；全面摸排问题住房20余户，积极动
员危房改造，对应拆未拆危房挂牌；每
年组织院坝会等近40余场次，开展医疗
救助50余人次，教育扶贫57人次，民政
救助90余人次。3年来，高桥村贫困户
从56户205人，减少至3户14人，村容、
村貌、村经济得到极大改善。2016年带
领高桥村整村脱贫销号。

2017年获奉节县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2017年度、2018年度考核优秀。

刘书获事迹简介
2016年7月，刘书获赴西藏察雅

县开始了3年的援藏生涯。作为察雅
县副县长，他争取计划外援藏资金及物
资5827万元，实施“重庆新村”“綦江新
村”等扶贫搬迁新村建设，为所有446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发一辆摩托车；监
督实施计划内援藏项目 11个，投资
1.29 亿元；牵头达成协议招商引资
58.07亿元，实际到位资金9.3亿元；协
调綦江区派出14名援藏医生赴察雅县
工作；组织500余名干部、教师至重庆
培训学习；协调招录察雅籍大学生至綦
江区事业单位就业。分管的招商引资
工作连续3年全市评比为一、二名。

2016年被评为西藏察雅县优秀公
务员；2017年、2018年获西藏察雅县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16年、2017年、
2018年重庆援藏工作队优秀共产党
员。

苏晓杰事迹简介
苏晓杰在智能控制理论及机器人

控制应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
影响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录用SCI论
文50余篇，SCI他引2800余次。共有
17篇论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2篇
论文获国际顶级期刊《Automatica》
的高被引论文奖；2篇论文入选中国百
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2部英文专
著 在 国 际 著 名 出 版 社 Wiley 和
Springer 出版。其研究成果得到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广泛采用和高
度评价，部分创新成果已应用于移动
巡逻机器人导航控制系统中。苏晓杰
受邀在信息科学领域等七个国际SCI
期刊担任副主编。

2015年入选重庆市青年拔尖人
才；2017、2018年连续2年入选科睿唯
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工程领域）；
2018年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大银事迹简介
李大银始终坚持“更快、更高、更

强”的竞技追求，在国际国内各项大赛
中取得了优异成绩。2017年在第十三
届全运会上，获得男子举重77公斤级铜
牌，实现了重庆举重奖牌零的突破。同

年在全国男子举重冠军赛上荣获77公
斤级总成绩冠军。2018年4月在全国
举重锦标赛上获得男子77公斤级抓举、
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9月在全国举重
冠军赛上获得男子81公斤级抓举、挺
举、总成绩3枚金牌；11月在世界举重
锦标赛上获得男子81公斤级抓举铜牌、
挺举金牌、总成绩铜牌，破成年挺举世
界纪录和世界青年抓举、挺举、总成绩3
项纪录。2019年2月在举重世界杯暨
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上，李大银以抓举
171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5公
斤，打破总成绩世界纪录。

2018年获重庆市体育局体育运动
金质奖章；2019年获举重世界杯男子
81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张海华事迹简介
2014年，张海华辞掉高薪从北京

回到家乡干扶贫工作，她制作的贫困户
一户一档和干群结对卡片资料，作为

“教材”供所有乡镇（街道）学习借鉴。
她将电话贴到每家每户的墙上，只要村
民找她，她都尽力帮忙。她将乡亲们生
产出来的优质农产品带到一线城市推
销。2017年，为120户贫困户销售土
鸭2万只、土鸡3.1万只。她联系公司
与老百姓签订销售合同，解除了乡亲担
忧，以“互联网+脱贫攻坚+产业”模式
创建了酉光明精准扶贫平台、农产品超
市（批发全镇所有优质农产品到全国）、
农产品加工中心，拓宽了销售渠道，带
动了2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7年获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个
人；2018年获第四批市岗位学雷锋标兵。

陈幽男事迹简介
作为一名战斗在公安隐蔽战线的一

线民警，陈幽男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过
硬的业务素质始终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
一线，先后参与了公安部交办的多起专
案，并为专案突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十九大安保专项行动中，发现并
打掉境内一非法团伙。近3年来，他侦办
重特大刑事案件600余起，配合抓捕犯
罪嫌疑人400余人，缴获冰毒、马古等各
类毒品124公斤，缴获枪支100余支，挽
回经济损失7000余万元，获中央和地方
各级领导批示信息500余次。他用实际
行动展现了新时代技侦人“对党忠诚、无
私奉献、追求卓越”的风采。

2018年获重庆公安首届十佳青
年；在全国本警种比武中先后4次荣获
一等奖。

周丹事迹简介
周丹在担任宗申创新研究院副院

长期间，分管航空活塞发动机动力研发
板块，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汽油/重油航
空活塞发动机及螺旋桨产品研发工作，
主导进行了高功重比、重油燃烧、高空
增压等关键技术研究，提升了我国航空
活塞发动机研制及产业化水平。其参
与了天津大学某轻型航空发动机科研
项目，协助多所大专院校建立了航空活
塞发动机专业，被聘为重庆交通大学航

空学院客座教授。
2017年带领宗申航发公司获市航

空发动机制造智慧工厂；2018年获市
航空活塞发动机数字化工厂、市航空活
塞发动机重点实验室。

胡万琪事迹简介
2006年，胡万琪成为港务物流集

团下属公司的一名桥吊司机。他针对
内河港装卸设备实际，把集装箱吊装的

“无声响一次性对准”练成了绝活，每小
时单机作业量达到25个自然箱以上，
比公司同行要高出 10 个自然箱。
2014年初，胡万琪被公司委以培训桥
吊司机的重任，不到半年时间，桥吊组
80%的司机掌握了最新的场桥远程操
控系统。随着公司场桥作业的半自动
化远程操控逐步实现，胡万琪所在的桥
吊组迅速成为公司一支主要生力军，担
任了公司集装箱装、卸船等码头生产的
核心工种，处理了多起“急难险新重”生
产任务。从开港至2018年底，班组共
完成108万标箱。2018年，成立“胡万
琪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6 年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章；
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唐帅事迹简介
唐帅出生在父母均是聋哑人的家

庭，5岁开始学习重庆方言手语。2005
年开始担任司法案件手语翻译。2015
年，他成立了重庆鼎圣（大渡口）律师事
务所，把聋哑人法律诉讼作为律所的主

要工作。2016年，自费研发免费法律
援助软件“帮众律师”（现为微信公众号

“帮众法律服务”），实现了视频为聋人
群体提供手语咨询的服务。执业数年
来，协助公安机关立案5万余起，牵头
开设全国首档聋人普法节目“手把手吃
糖”，并建立一支由聋哑人组成的手语
法律服务团队。2017年，协助警方破
获一起全国最大的专门针对聋人群体
的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8亿元。

2018 年获 CCTV2018 年度法治
人物、中国正义人物、新华社“新青年”
荣誉称号；2019年获“2015-2018年重
庆市优秀律师（公益服务类）”。

舒畅事迹简介
舒畅创办的民营火箭企业零壹空

间，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战略号召，实践
高效灵活的新型商业航天发展模式。
该公司开创性地将混合所有制成功引
入到运载火箭研制领域，目前，零壹空
间已经完成四轮融资，累计超过8亿
元。这支中国民营火箭团队在他的带
领下，敢想敢做、敢闯敢拼，把“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航天精神发挥到
极致，成功将国内首枚自主研发的民
营商用亚轨道火箭送入太空，助力航
天强国建设。公司2018年先后成功
完成两次“重庆两江之星”商业亚轨道
火箭发射，其自主研制的首枚运载火
箭2019年 3月底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进行首飞。

2018年获“中关村雏鹰人才”、“中
关村高端领军人才”、市委宣传部“敬业
奉献好人榜”。

2018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名单（重庆）

（一）2018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5个）
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分
公司团委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团委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校团委

（二）2018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8个）

重庆邮电大学生物信息学院团总支
重庆客运段动车一队团总支
重庆保税港区港欣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第
四团支部（立体接访中心团支部）
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梁山第一派出所团支部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2015级会展经济与
管理2班团支部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系统动力院
第八团支部

重庆市涪陵第十四中学校2019级 10班团
支部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高2019届
第四团支部

（三）2018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7人)
李秋霞（女） 重庆市丰都县龙河镇综治办职工
李梦尧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
业2016级1班学生

蓝巧（女）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
学专业2016级1班学生
张森林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程
造价1503班学生
谢钧镝 团巫溪县委宣教科干事（西部计划
志愿者）
潘虹宇（女） 重庆市忠县中学校高2019级9
班学生
贾锦瑞（女） 重庆市两江新区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重庆分所项目经理

（四）2018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6人）
张秋韵（女）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团委书记
孙钰峰 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团工委书记
周青（女，土家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团委书记
于子超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团委书记

白静（女） 重庆市铜梁一中团委书记
韩丽（女）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书记

（五）2018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驻村
团干部专项”（1人）
韩菲（女，土家族） 重庆市黔江区水利局团支
部书记

2018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名单

（一）2018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25个）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黔江区供电分公司团委
重庆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市北碚区职业教育中心团委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团委
重庆市綦江区綦江中学团委
重庆市开州区云枫初级中学团委
重庆市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团委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校团委
重庆海关团委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团委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管理中心团委
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团委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压延厂团委
重庆大学团委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团委
四川美术学院团委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团委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团委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团委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团委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团委

（二）2018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支部”（25个）
重庆云威科技有限公司团支部
重庆市大渡口区税务局团支部
重庆市儿童爱心庄园团支部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沙坪坝书城团支部
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高2020级第九团支部
重庆市城口县税务局团支部
重庆市万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
阳分公司团支部
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巫溪团县委脱贫攻坚
联合团支部
重庆市石柱县石柱中学高2020级12班团支部

重庆市秀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团支部
重庆中科云丛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团支部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发展
部团支部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环卫绿化管理处团
支部
重庆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万州中心团支部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聚乙烯
醇运行部团支部
重庆建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品质团支部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第一中队团支部
重庆邮电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团总支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茅以升道路
2015级团支部
重庆工商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生研习团团支部
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2015级小学教
师（师范类）专业2班团支部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林科技学院2016级园
艺技术1班团支部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2016级汉语国
际教育3班团支部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防艾宣讲团团支部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力工程学院团
支部

（三）2018年度“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45人）
赵恒 重庆市涪陵区第五中学校高2020级
4班学生
陈影（女） 重庆市渝中职业教育中心2020
级6班学生
杨琨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星城外
滩项目销售负责人
黄静逸（女） 重庆市南岸区税务局办公室科员
戴培煜 重庆市江津区江津实验中学校高
2021级2班学生、校团委副书记（兼）
张霜（女） 重庆市合川区合川中学校高
2020级12班学生
凌琳（女）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中学校高

2020级15班学生
刘雨禾（女） 重庆市大足区大足中学校高
2021级1班学生
张月 重庆市铜梁区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高
2019级1班学生
刘玉婷 重庆市潼南区潼南中学校高2020
级24班学生
王蓉（女） 重庆市开州区交通局规划科科员
周应秀（女） 西南大学附属重庆市梁平实验
中学校高2020级4班学生
豆金容（女） 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扫黑办内
勤民警
蔡俊杰 重庆市丰都县丰都中学校高2020
级1班学生
高一迪 重庆市垫江县商务委服务业科科
员、垫江县沙河乡安全村扶贫驻村工作队副
队长
张怡（女） 重庆市彭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巡
逻大队综合中队民警
王桢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重庆五一技
师学院）教师
石佳（女） 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市兴隆场车
站团结村车站助理工程师
徐竟杰 重庆市司法局涪陵教育矫治所三大
队副主任科员
夏雨（女） 重庆市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设计
人员
陈翔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新闻记者
周清海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第二汽车修理厂一车间主任
曾月婷（女） 重庆中烟卷烟厂卷包车间4号
机台包装机辅挡技术员
周银杜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车
间工艺技术员
毛煦铭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
室工作人员
彭雷 华能重庆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销售
B组组长
夏浪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特

种车辆制造厂技术质量室冲压工艺技术员
王雨 重庆建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制造安全
部设备室技术员
李智伟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侦查学
专业2016级职务犯罪侦查班学生
邱榆寒（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2016级9班学生、团总支副书记
张智慧（女） 重庆文理学院旅游学院2016
级会展经济与管理1班学生、院团委副书记
（兼）
张越（女） 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2015级2班学生
刘泽民 重庆科技学院数理与大数据学院数
学与应用数学2015级学生
吴鑫（土家族）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
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701班学生、院学
生会主席
何见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
院汽车电子技术2016级301班学生、校学生
会副主席
王星月（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工商管
理学院物流管理2016级物流试验班学生
刘鑫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药品生产技术
1701班学生、团支部书记
谈希浩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工程造价2017
级3班学生、校团委副书记（兼）
黄超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与电子学
院2016级汽车电子技术1班学生
罗子骏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高2020级文科
实验班学生、学生会外联部部长
谢东廷（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
校高2019级文科实验班学生
赵璐瑶（女）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2015级财务管理3班学生
张杨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2015级国际商贸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2班
学生、团支部书记
江宇婷（女，土家族）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
校电子工程学院供用电技术2017级学生、校

学生会副主席
陈赞（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出版传媒系
2016级数字媒体应用技术1班学生、校团委
副书记（兼）

（四）2018年度“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44人）
周晓妮（女）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校团
委副书记
魏刚（土家族） 重庆市黔江区育才初级中学
校团委书记
杨帆（女） 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局团总支书记
李晗（女）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中学校团
委书记
王惠（女） 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公安分局团
委书记
熊芫艺（女） 重庆市长寿区团委副书记
艾黎 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团委书记
高瑜凌 重庆市南川区消防救援支队南城中
队团支部书记
卢沙（女）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道石河社区党
支部书记兼团支部书记
武英雨 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团委副书记
陈姝励（女） 重庆市城口县龙田乡团委书
记、团堡村第一书记
涂晓霞（女） 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校团委书记
唐菊英（女）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分
公司团支部书记
冉赟（女，土家族）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教育
局教育团工委副书记
骆丹（女） 中建七局西南公司团委书记
贾仕乔 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宋金芝（女） 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团委书记
许甜甜（女） 中建三局重庆分公司团委书记
王正林 重庆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
陈十（女） 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团支部副
书记
宋吉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团总支书记
宋山三（女）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团委副书记
陈诗博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团

委书记
韩霏斐（女）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管
理部团委书记
冉修竹（女） 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团委副
书记
王宁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超市事业
部大学城片区团总支书记
刘晓露（女） 中国邮政集团重庆江津分公司
团委书记
马永妍（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
龙坡分公司团委书记
邓书梅（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忠县分
公司团支部书记
陈雅清（女）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团委副书记
冉沛 重庆机场信息通信网络有限公司团支
部书记
常进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李昊阳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团委书记
滕永直（女）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
学院团总支书记
桂晓菁（女）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团
总支书记
封海粟 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团委书记
杨青青（女）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团
委副书记
汤程桑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潘奕辰（女）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办
公室主任
向晗璐（女，土家族）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传
媒与设计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胡冰瑶（女）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科大讯飞大
数据学院团总支书记
龚南贵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团委书记
祝玮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外国语言文学
系团总支书记
罗飞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机电系团总支书记

严克美，女，汉族，1983年
4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
巫山县当阳乡党政办主
任。

冉钰，男，汉族，1991
年 2 月生，中共党
员，奉节县审计局审
计中心科员、太和乡
高桥村驻村扶贫“第
一书记”、乡驻村工
作队队长。

刘 书 获 ，男 ，汉
族 ，1982 年 2 月
生，中共党员，綦
江区统战部副部
长（正处级）、西
藏察雅县政府副
县长。

苏 晓 杰 ，男 ，汉
族 ，1985 年 2 月
生，中共党员，重
庆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

李 大 银 ，男 ，汉
族 ，1998 年 2 月
生，共青团员，重
庆市第三体育运
动学校运动员、
国家男子举重队
队员。

张海华，女，土家
族 ，1993 年 7 月
生，共青团员，酉
阳县麻旺镇光明
村扶贫专干、众
诚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幽 男 ，男 ，汉
族 ，1980 年 3 月
生，中共党员，重
庆市公安局八处
三支队政委。

周丹，男，汉族，
1982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重庆
宗申航空发动机
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

胡 万 琪 ，男 ，汉
族 ，1986 年 9 月
生，中共党员，重
庆果园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桥吊
司机长。

唐帅，男，汉族，
1985年3月生，群
众，重庆鼎圣（大
渡口）律师事务
所主任。

舒畅，男，汉族，
1985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重庆零
壹空间航天科技
有限公司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