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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一、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城市（区）名单（30个）

北京市延庆区

天津市西青区

河北省承德市

山西省孝义市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

辽宁省鞍山市

吉林省延吉市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上海市松江区

江苏省徐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

安徽省黄山市

福建省龙岩市

江西省景德镇市

山东省济南市

河南省开封市

湖北省鄂州市

湖南省衡阳市

广东省肇庆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

重庆市合川区

四川省德阳市

云南省澄江市

西藏自治区米林县

陕西省铜川市

青海省玉树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

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名单（199个）

北京市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北京市海淀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怀柔分校

天津市
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

天津津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方演艺

集团艺术教育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晨曦”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室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新城社区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

河北省张家口市文明办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三中学

河北保定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任丘市第六实验小学

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

河北广播电视台少儿科教频道《成长》

栏目组

山西省
山西省大同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山西省朔州市第五小学校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长征街道办事处

和平东街社区

山西省吕梁市教育局

山西省阳泉市教育局

山西省晋城市实验小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校外

教育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教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新

海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教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科学技术馆

辽宁省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教育研究中心

辽宁省阜新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文明办

辽宁省朝阳北票市新闻宣传中心

辽宁省盘锦市教育局

辽宁省孤儿学校

吉林省
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

吉林省吉林市第五中学

吉林省吉林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中心小学校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教育局

吉林省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校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教育局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局

黑龙江省鹤岗市文明办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妇联

上海市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上海市松江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上海市杨浦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融媒体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高级中学

江苏省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图书馆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文明办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文明办

江苏省扬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江苏省镇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江苏省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扬子晚报云

教育中心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

浙江省宁波市文明办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南仙社区

浙江省绍兴市关工委

浙江省金华市青少年宫

浙江省玉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浙江省丽水市实验学校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东山街道办事处

翰林社区

安徽省蚌埠高新实验学校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文峰办事处中心学校

安徽省宣城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实验小学

共青团安庆市委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市委文明办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办事处

福建省漳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心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沙溪乡党委

福建省宁德市教育局

福建省漳平市基础教育管理中心

江西省
江西省九江市关工委

江西省萍乡市教育局

江西省新余市逸夫小学

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九小学

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小学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第二实验中学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教育和体育局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烟台市委宣传部

山东省威海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威海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

山东省聊城市科学技术协会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小学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河南省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

河南省鹤壁市高中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文明办

河南省三门峡市教育局

河南省商丘市教育体育局

河南省周口市文昌小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湖北省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青

少年课外活动中心

湖北省十堰市城市文明创建中心

湖北省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湖北省黄冈市教育局

湖北省咸宁市浮山学校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教育局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联合街道洪家湾社区

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状元洲街道柘木社区

湖南省益阳市图书馆

湖南省郴州市第十五中学

湖南省娄底市教育局

广东省
广东省广州市执信中学

广东省深圳市青少年报社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第二中学

广东省江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广东省清远市文明办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司法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里湖瑶族乡中

心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

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宣传部

广西大学附属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民族高级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科技馆

海南省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

海南省临高县新盈镇新盈中心学校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明办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重庆市
重庆市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

重庆市铜梁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渝学校

四川省
四川省都江堰市银杏街道办事处

四川省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德育卫艺科

四川省米易县第一初级中学校

四川省江油市委宣传部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文明办

四川省巴中市第二中学

四川省眉山市第一小学

四川省乐至县教育和体育局

贵州省
贵州省遵义市文化小学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荷泉街道办事处

贵州省安顺市教育局

贵州省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

共青团兴义市委

云南省
共青团丽江市委

云南省普洱市委宣传部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团结小学

云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基层基础处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司法局

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中学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陕西省
陕西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陕西省西安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所

陕西省彬州市妇联

陕西省合阳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陕西省延安学习书院

陕西省宁陕县教育体育和科技局

甘肃省
甘肃省兰州市妇联

甘肃省嘉峪关市图书馆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团结小学

甘肃省天水市文明办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保安

族中学

青海省
青海省西宁市教育局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西宁市晓泉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文明办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第二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和布克赛

尔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师范大学克拉

玛依附属学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

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中

海集团艾丁湖希望小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县第

二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学校

教育系统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山西省太原市成成中学校

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

网信系统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梦想驿站互联网

文化服务中心

公安系统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互联网处

文旅系统
中国美术馆

国家图书馆

新闻出版系统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广电系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节目监听

监看一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

《大手牵小手》栏目组

共青团系统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管理中心

共青团嘉兴市委

妇联系统
上海市嘉定区妇联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妇联

科协系统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关工委系统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

三、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工作者名单（199个）

北京市
黄 伟 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主任科员

叶 艳（女）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刘亚丽（女）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

属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张 桐 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精神

文明综合科科长

李继阳（回族）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

学德育校长

周静溪 北京市大兴区关工委主任

天津市
张淮智 天津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

处二级主任科员

张雪娇（女，回族） 天津市宁河区融媒

体中心频道运营

张 雨（女） 天津市宝坻区妇联发展

与权益部副部长

王建强 天津市静海区实验中学德育主任

侯振华 天津市蓟州区第八小学副校长

河北省
申连祥 河北省高邑县第三中学政教

处干事、教师

张秀国 河北省唐山市委宣传部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处（志愿者服务工作处）处长

苏红然（女） 河北省廊坊市委宣传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科科长

贾会茹（女） 河北省唐县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

秦海地 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中学党委

书记、校长

刘天龙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教育

处主任

山西省
武 奇 山西省太原市文明办三科副科长

孙 瑞（女） 山西省晋中市委宣传部

精神文明建设科科长

安彩红（女） 山西省长治市第一中学

心理辅导中心副主任

刘红丽（女）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城镇

小学校长

苏 琳（女） 山西省运城市文明城市

建设指导中心主任

韩从武 山西省支部建设杂志社七级职员

内蒙古自治区
丁 伟（女）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文明城创建指导中心干部

于凌浩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宣传

部未成年人工作科科长

王本忠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

宣传部创建科科长

苏海瑞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辽宁省
李光祥 辽宁省大连市关工委副主任

樊玉洁（女）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雷

锋小学校长

李凤霞（女，满族）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

县第一中学教师

姜秋菊（女，满族） 辽宁省丹东市文化

少儿戏曲艺术培训中心主任

郭金英（女）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教

育和文化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 翠（女） 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安宣办副主任

吉林省
田 秋（女）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

杨 波 吉林省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

小学校长

张文强 吉林省长春市委宣传部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主任科员

王新星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贺 巍（女，满族） 吉林省梅河口市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

张方国（满族） 吉林省白山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

黑龙江省
朱 楠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宣传

部未成年人工作科副科长

李雪松（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第一中

学初中部主任

李世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宣传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指导中心主任

郭惠慧（女） 黑龙江省妇联家庭和儿

童工作部副部长

计 瑜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未成年人

工作处副主任科员

陆维超 黑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

处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
沈之菲（女） 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发展中心研究员

余 祯（女）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

二小学党支部书记

许嘉雯（女） 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

道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副站长

王 萍（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德育研究室主任

金志刚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校校长

施 凤（女）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永丰

村党支部副书记、永丰村“小凤”工作室负责人

江苏省
曾美婷（女）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

河实验小学德育办副主任

徐彩萍（女） 江苏省张家港市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主任

杨红萍（女）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未成年人检察）主任

李如齐 江苏省泰州市阳光心理服务

中心理事

徐 曼（女） 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处长

季敏霞（女） 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德

育处处长

李 萍（女）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优

漫卡通卫视频道项目活动部副主任

浙江省
罗漪倩（女） 浙江省杭州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副主任

顾秋红（女） 浙江省宁波市镇安小学校长

孙立瑾（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文

明办主任

陈培英（女）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文

明办副主任

朱慧如（女） 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基

教处干部

严 燕（女） 浙江省舟山市创建办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处长

安徽省
姚 剑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党委书记、校长

王珊珊（女）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三

八街道港利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

孙雪婷（女）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扬

子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戴 清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科技局

离休干部

王晓燕（女） 安徽省马鞍山市新都小

学校长

董昌培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教育局

关工委副主任

福建省
施黔群 福建省福清第三中学校长

林繁荣 福建省泉州市委文明办未成

年人工作科科长

陈建洪 福建省莆田市实验小学校长

俞建萍（女）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教

师进修学校教师

林梅芳（女）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

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

郑 晞（女）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教师

江西省
段华胜 江西省萍乡市禁毒志愿者协

会会长

曾超慧（女） 江西省赣州市红旗大道

第二小学校长

邓树松 江西省新余市长青小学校长

韩林姣（女）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九小

学校长

熊秀英（女） 江西省高安市第七小学校长

杨 希（女）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检察

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山东省
高峰松（女） 山东省济宁市第十三中

学校长

阮怀勤（女） 山东省济南市委宣传部

未成年人工作处处长

李 娟（女） 山东省东营市委宣传部

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馆员

范明涛 山东省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存峰 山东省泰安市委宣传部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洪江 山东省日照市新营小学校长

张 超 山东省德州市第一中学德育

处主任

郝凯军 山东省滨州市委宣传部精神

文明建设科科长

河南省
刘 皓（女） 河南省郑州市委宣传部

思想道德建设处处长

赵迎春（女） 河南省平顶山学院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科长

郭晓华 河南省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校长

乔文学 河南省濮阳市委宣传部思想

道德建设科科长

卢 鹏 河南省许昌高级中学学生工

作中心主任

乔栓旺 河南省南阳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一科科长

王秀娟（女） 河南省信阳市第十三小

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李红建 河南省驻马店市委宣传部思

想道德建设科科长

湖北省
许 维（女） 湖北省襄阳市委宣传部

文明创建三科科长

陈 强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委宣传部

文明办副主任、创建股股长、二级主任科员

徐 成（女）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红星

路小学副校长

曾婉婉（女）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巾

帼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郭春生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陈 锋 湖北省恩施市实验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湖南省
郭晓芳（女）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

英学校教师

程银燕（女）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教

育系统团委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

齐学军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第一中

学校长

方贵吾 湖南省岳阳市关工委退休干部

周海燕（女，苗族） 湖南省张家界市微

爱公益服务中心会长

印代凤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陈家滩

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校长

广东省
孙晓燕（女）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

山学校校长

黄连教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杨英锋（女） 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经

济开发区白沙中学教师

高 峥（女） 广东省中山市妇联副主席

赖振杰 广东省茂名市委宣传部精神

文明协调与创建科三级主任科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莫恭贤（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家

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

何乃柱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教研室主任、校团委兼职副书记

黄 珺（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

覃冬靖（女，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

州市八步区八步龙山小学教师

李有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温馨

之家健康促进会会长

蓝俊昆（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

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二科科长

海南省
胡 静（女） 海南省委宣传部精神文

明建设综合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 华（女）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

贸街道党工委书记

师咸卿 海南省三亚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站站长

吕奎方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中学团委书记

重庆市
邓廷福（土家族） 重庆市酉阳县民族

小学校长

钟 敏（女） 重庆市大渡口区委宣传

部文明科科长

崔 瑛（土家族） 重庆市石柱县教委

基教科科长

李 彬 重庆市委宣传部未成年人工

作处干部

左绍中 重庆市沙坪坝区关工委名誉主任

四川省
蔡礼江 四川省成都市委宣传部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处处长

魏雪梅（女）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教

研培训中心小学德育教研员

尹万平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东河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陶建生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李远程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委宣传

部文明办主任

江丽萍（女）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凤

山小学校长

王仕斌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

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谭 平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教育局局长

贵州省
钟海燕（女） 贵州省贵阳市实验小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

王 兴 贵州省遵义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和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

周 群（女，侗族） 贵州省安顺市实验

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洪顺（侗族） 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

县教育关工委副主任兼县委教育工委党建

站负责人

赵兴萍（女） 贵州省贵定县第二小学校长

云南省

俞静月（女） 云南省昆明市文明办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处处长

晏露珍（女）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望

海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胡 亚 云南省昆明市金殿中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邓良双（女） 云南省妇联家庭和儿童

工作部副部长

西藏自治区
卓玛拉姆（女，珞巴族） 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儿童福利院教师

第五锋超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教师

大普琼（藏族） 西藏自治区西藏日报

社藏文编辑部副主任

陕西省
呼秀珍（女）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道

北中学返聘特级教师

侯小军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锦绣园小

学校长

贺冬梅（女） 陕西省延安市枣园革命

旧址管理处主任

李 渊 陕西省榆林市第四中学校长

张红安 陕西省汉中市实验小学校长

陈忠云 陕西省安康市第一小学副校长

甘肃省
杨晓萍（女） 甘肃省金昌市第四小学

校长

杨文辉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教育局

局长

杨高社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中

心小学校长

齐君扎西（藏族）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合作第一小学校长

青海省
刘成旭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彩虹学

校校长

卢光成 青海省海西州高级中学德育

副校长

马吉平 青海省门源县第二初级中学

校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白云桂（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二十一小学政教处主任

杨继勇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

九中学副校长

周晓玲（女，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

忠市利通街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张翠萍（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第二中学教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沈建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关工委秘书长

王渭华（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第八十小学党支部书记

张亚琴（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市第四中学思政处主任

李晓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温暖阳光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负责人

关艳红（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第三小学校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刘智瑜（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

师幸福农场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甘大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二二二团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教育系统
田静敏（女）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秦 丽（女）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副校长

孔 玲（女）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研员

胡海峰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

级中学校长

汪 芸（女） 广东省教育厅思想政治

工作与宣传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进宏（彝族） 云南省玉溪市教育体

育局德育科科长

网信系统
张 云（女） 广东省委网信办网络社

会工作处处长

公安系统
陆旭东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

局交警大队民警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周凡棣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

理局信息安全处干部

文旅系统
段 凝（女）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刊

执行主编

黄 宋（女）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市场监管系统
宁军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

稽查局二级调研员

新闻出版系统
叶明堂 中央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局

信息宣传处四级调研员

蔡国华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技术中心总监

广电系统
王欣刚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

卫星直播管理中心融合发展处处长

何子然（回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

育青少节目中心银河艺术团负责人

共青团系统
李群英（女） 广东省少先队总辅导员

吴立宏 江苏省扬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

代 颖（女） 重庆市渝中区青少年校

外活动中心副主任、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妇联系统
黄陶青（女） 江西省妇联家庭和儿童

工作部部长

李 艺（女） 重庆市妇联家庭与儿童

工作部部长

科协系统
裴媛媛（女） 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教

育中心工程师

关工委系统
赵秉朗 湖北省南漳县关工委主任

赵春安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关工

委主任

孙维余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

司长春车辆段关工委副主任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第六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区）和第五届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