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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拟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个人、 

党建创新活动的公示 

   根据《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关于评选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先 

进个人、党建创新活动的通知》（党发„2013‟11号）文件精神，经基

层党组织评选、推荐，校评选表彰工作小组评审，党委常委会讨论决

定，拟表彰管理与经济学院党委等 3 个基层党委为北京理工大学先进

基层党委，表彰机械学院车辆工程系第一党支部等 35个党支部为北京

理工大学先进党支部，表彰机械学院薛庆等 130 名同志为北京理工大

学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基础教育学院丛磊等 5 名同志为北京理工大学

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管理学院彭明雪等 4 名同志为北京理工大学优

秀辅导员，表彰《“北理同心”创先争优党建工作室》等 5个项目为优

秀党建创新项目，表彰《以全面提升青年教师国防科研创新能力为中

心，努力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等 12个支部案例为优秀党支

部创新案例，表彰张丽君等 5人为“理工先锋党员”，表彰法学院 2011

级硕士党支部等 5个支部为“理工先锋党支部”（名单附后）。 

    现将拟表彰的基层组织、个人和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9 天

（2013 年 6 月 9 日至 17 日）。单位或个人均可以通过来电、来信对

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进行反映，也可以直接到党委组织部（评选表彰

工作小组办公室）反映情况。  

联系人：李德煌  周晓菲    联系电话：68915632  68918860 

电子邮箱：bitzzb@bit.edu.cn 

                               党委组织部   

                                2013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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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表彰名单： 

 

先进基层党委（3 个）  

 

管理与经济学院党委 

机关党委 

机械与车辆学院党委 

 

“理工先锋”党支部（5个） 

法学院 2011级硕士党支部 

自动化学院导航制导与控制研究所党支部 

设计学院 2009级本科第三党支部 

机械学院车辆工程系第一党支部 

机电学院无人飞航工程系党支部 

 

先进基层党支部（35 个） 

 

（一）教工党支部（15 个） 

宇航学院发射与推进工程系党支部 

机电学院无人飞航工程系党支部 

机械学院车辆工程系第一党支部 

光电学院光电仪器研究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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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院微波技术研究所党支部 

自动化学院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研究所党支部 

计算机学院教工第六党支部 

材料学院材料物理与化学系党支部 

化工学院能源化工党支部 

生命学院生物医学工程教师党支部 

数学学院数学实验中心教工党支部 

物理学院教学与实验中心党支部 

基础教育学院机械与运载学部教工党支部 

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招生就业工作处党支部 

 

（二）学生党支部（18 个） 

机电学院 11S1班党支部 

光电学院 2010级本科第一党支部 

信息学院本科 2009级第一党支部 

自动化学院 11级硕士检测党支部 

计算机学院 2011级硕士第二党支部 

材料学院 2009级本科第一党支部 

生命学院 2010级学生第一党支部 

数学学院 2011级学生党支部 

物理学院 12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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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 2011级硕士第一党支部 

管理学院 2009级第一党支部 

人文学院 2010级第一党支部 

法学院 2010级本科生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 2010级本科生党支部 

设计学院 2009级本科第三党支部 

基础教育学院理学与材料学部 2011级第二党支部 

基础教育学院机械与运载学部 2011级第四党支部 

继续教育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三）离退休党支部（2个） 

离退休教职工党委离休第四党支部 

离退休教职工党委退休第一党支部 

 

“理工先锋”党员（5名） 

 

张丽君     光电学院讲师     

  赵  扬     化学学院学生     

  刘晓俏     学校办公室信息统计室主任  

沈  红      后勤集团幼儿园园长 

郭景华     离退休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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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130 名） 

 

（一）优秀教工党员（50名） 

宇航学院     单家元                宇航学院      霍  波 

机电学院     罗庆生                机电学院      王海福 

机电学院     王  成                机械学院      薛  庆 

机械学院     殷耀华                机械学院      冯慧华 

机械学院     何洪文                机械学院      闫清东 

光电学院     张丽君                信息学院      李燕民 

信息学院     丁英涛                自动化学院    王军政 

自动化学院   邓志红                自动化学院    夏元清               

计算机学院   高玮玲                软件学院      危胜军               

材料学院     张爱英                化工学院      吴玉凯                   

数学学院     李炳照                物理学院      王晶晶                   

化学学院     张  静                管理学院      张晓甦                   

管理学院     王月辉                教育研究院    包海芹                  

人文学院     李常青                法学院        刘  毅                    

外语学院     梁珊珊                基础学院      杨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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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部          王  娟            继教学院      王克勇             

学校办公室      刘晓俏            机关党委      常玉华            

组织部          周晓菲            纪委监察室    陆宝萍     

统战部          李晓燕            保密部（部）处   郑  重               

招生就业工作处  林骥佳            学生工作（部）处   吕  晶 

发展规划处      于  阗            人事处        王智鹏 

财务处          段小勤            图书馆        马  丽 

后勤集团        巫后新            后勤集团      沈  红          

后勤集团        黄慧娟            后勤集团      朱建学          

校医院          邓瑞英            资产公司      毋长新 

 

（二）本科生党员（35 名） 

宇航学院        廖炎玉             机电学院     王  军 

机械学院        陈  飞             机械学院     高文梦 

机械学院张      刘  杨             光电学院     卢骏驰 

信息学院        蒋一峰             信息学院     刘绍荣 

信息学院        颜家英             自动化学院   岳裕丰 

自动化学院      李文强             自动化学院   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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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    张舒雯               计算机学院    冯健飞 

软件学院      董  骁               软件学院      梁史可 

材料学院      汪  洋               材料学院      陈  萍 

化工学院      郝维健               生命学院      单双权 

数学学院      郜启霞               物理学院      刘汝浩 

化学学院      彭传奇               管理学院      刘  强 

管理学院      薛惠文               管理学院      张沛松 

人文学院      孟祥昆               人文学院      宋爱娴 

外国语学院    赵豫璞               外国语学院    刘春游 

设计学院      周晓燕               基础教育学院  柯志芳 

基础教育学院  陈孙杰               基础教育学院  孙  强 

继续教育学院  刘兴龙 

（三）研究生党员（35 名） 

宇航学院      姚  荣               宇航学院       郭  琼 

宇航学院      范国超               机电学院       李国中 

机电学院      武碧栋               机电学院       黄  莹 

机械学院      李建鹏               机械学院       王云龙 

机械学院      刘  茜               机械学院       米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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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学院         李  静              信息学院    哈  楠                

信息学院         荣  政              自动化学院  霍俊飞 

自动化学院       许  鑫              自动化学院  张  航 

计算机学院       王亚珅              计算机学院  武玉伟 

软件学院         任广兴              材料学院    毕晓露 

材料学院         张  锐              化工学院    董学敏 

化工学院         黄澹斐              生命学院    康宏宇 

数学学院         刘军军              化学学院    陈瑶瑶 

化学学院         赵  扬              管理学院    刘  飞 

管理学院         符咏咏              管理学院    刘芳宇 

教育研究院       郭  君              人文学院    朱春珑 

法学院           孙  彤              设计学院    王嬿舒 

继续教育学院     吴红娜 

 

（四）离退休党员（10 名） 

离休第二党支部王文山         离休第三党支部曹永义 

离休第五党支部王景元     离休第六党支部郭明书 

退休第四党支部张经武     退休第六党支部张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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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第十二党支部秦秀坤       退休第十二党支部郭景华 

   退休第十五党支部乔雨香       退休第十七党支部吴鹤龄 

 

优秀党务工作者（5 名） 

衡  靖    数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仇  芳    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丛  磊    基础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宫建颖    基础教育学院组织干事、组织员 

王建光    校工会副主席 

 

优秀辅导员（4名） 

苟曼莉    化工学院 

彭明雪    管理学院 

孙  硕    人文学院 

聂宁宁    法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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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党支部创新案例（12个） 

 

案例名称 党支部名称 

以全面提升青年教师国防科研创新能力为中

心，努力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自动化学院导航制导 

与控制研究所党支部 

组建党团小组集中优势资源 

服务学生发展需求 

法学院 2011 级 

法律硕士党支部 

主动策划、创新服务 科研院党支部 

落实创先争优活动， 

推进系隐性课程及专业文化建设 
机电学院力学工程系支部 

从线上到线下的力量 

——深入结合网上支部和实体支部，建设网络

化时代新型党支部 

计算机学院教工第四支部 

求真务实， 

构建师生科研创新团队 

管理学院 

动员培训中心党支部 

志愿服务乐于奉献  社区党员展现风采 居民管理委员会党支部 

“关注留守儿童”实践团临时党支部活动纪实 
材料学院“关注留守儿童” 

实践团临时党支部 

创新开展 “党员讲堂”活动，  

构建学习型党支部 
后勤集团幼教中心党支部 

物理学院机关党支部建设服务型、高效型、学

习型“三型”党支部典型案例 
物理学院机关党支部 

提供定制化服务，推进博士后日常管理工作 人事处党支部 

“手机党课” 

党支部创新活动案例 

材料学院 2011级硕士 

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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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党建创新项目（5个） 

 

创新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北理同心”创先争优党建工作室 代方震、娄秀红 

加强“六建六促”措施， 

深化基层党支部“铸魂耕心”建设 
崔建霞 

创新培养形式，建立“七位一体”党课新体系 王悦音 

学生党员教育网络信息平台建设 邹锐 

学院教工党支部建设模式探讨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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