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拟推荐2018年度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员、 

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甘肃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总支）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人选（集体）进行公示的通告 
 

根据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甘肃省委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员、甘肃省优秀共

青团干部、甘肃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评选表彰工作的

通知》（甘人社通〔2019〕122 号）要求，现将共青团甘肃民

族师范学院委员会拟推荐的 2018 年度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员、

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候选人和甘肃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总

支）候选集体向全校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

至 4 月 8 日（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的

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可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

等形式向校团委反映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

况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一、公示对象 

1、2018 年度“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员” 拟推荐对象（3

名） 

高保红，男，汉族，共青团员，1997 年 1 月生。甘肃民

族师范学院体育系 1501 班体育委员。荣获 2017 年全国各民

族大中学生暑期同心营（甘肃分营）“优秀营员”荣誉称号；

2018 年在让阳光与“艾”同行“星空下的荧光跑”活动中荣



获“优秀奖”。 

完代可，男，藏族，共青团员，1995 年 1 月生。甘肃民

族师范学院藏语系 16 级（汉藏翻译）本科班学生。荣获 2018

年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身边活雷锋”荣誉称号。荣获甘南州

雪莲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周明权，男，回族，共青团员，1997 年 7 月生。甘肃民

族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计科 16 本科班学生。荣获“2017—

2018 年度校园青年新媒体优秀工作者”荣誉称号；荣获 2018

年全国各民族大中学生暑期同心营（甘肃分营）“优秀营员”

荣誉称号。 

2、2018 年度“甘肃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拟推荐对象

（1 名） 

邵彪，男，汉族，中共党员，1989 年 6 月生。甘肃民族

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团总支书记。2016 年荣获甘肃省

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2016 年 9 月，

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2016-2017 学年度，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优秀团干部”；

2017 年 7 月，中共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委员会 2017 年度新闻

宣传先进个人；2017 年 7 月，荣获第十一届“挑战杯”甘肃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18 年 10

月，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

师。 



3、2018年度“甘肃省五四红旗团委”拟推荐集体（1个）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团委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等相关会议精

神，积极推进“青年大学习”工作，截至目前 4 次排名全省

高校第一；积极开展贯穿全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传统文

化、文明道德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法制和民族宗教政策讲座。

赴碌曲县阿拉乡、西仓乡“助力脱贫攻坚、关爱留守儿童”

和“民院暖阳，温馨东乡行” 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开展 “民

族团结，薪火相传”主题活动；积极筹措资金，帮扶在校孤儿、

残障、重大病患者青年百余人，资助经费 50 余万元。积极开

展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先后制定和完善

了 21 项涉及共青团组织建设、举办了十三期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训班和新生团学干部培训班，为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

青年 320 余名。举办每年一届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大学生社

团科技文化节，协助举办香浪节，举办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

“格桑花开”千人锅庄舞表演大赛等活动。目前学生社团数量

已达 70 个，注册人数 7000 多人，多个社团荣获甘肃省“高校

优秀学生社团”称号。完成我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指导与实施

任务。完成三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审核报名工作，推

荐 400 余名符合条件的同学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

拔考试；加强了微信、微博、网站等新媒体建设及应用；三



年来共有 16 个院系的 600 多支实践队项目获得立项，形成

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实践总结和实践报告 600 余份，参与学生

达学生 5000 余名，400 余名专业教师担任了实践活动的指导

老师。出刊了反映我校学生思想动态及文化生活的双月刊杂

志《青春的轨迹》总共 6 期，出刊了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成

果汇编的《青春的足迹》总共 3 期，出刊了“挑战杯”甘肃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作品汇编的《青春的印

迹》2 期。 

荣获第三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组织奖”；荣获

全省第二届国学经典诵读比赛高校组一等奖；荣获甘肃省

“环保进校园”有奖征文演讲比赛中“优秀组织奖”；荣获甘

肃省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暨甘肃

省首届“丝路杯”大学生文艺艺术作品竞赛“优秀组织奖”；

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第七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15

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优秀组织奖；2015 年甘肃

民族师范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先进集体；2015 年度寻访“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优秀组织奖；2016 年“邮储银行杯”甘肃

省高校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组织奖；2016 年荣获全国民族院

校“爱我祖国、兴我中华”大学生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奖”；2017

年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先进集体”；2018 年

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2018 年

荣获甘肃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奖；2018 年荣获“全国西部计划优秀

项目办”；2018 年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新闻宣传工作“先

进单位”。 

4、2018 年度“甘肃省五四红旗团总支”拟推荐集体（2

个）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团总支 

组织广大团学青年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2017 年 11 月

25 日系学生会与五大社团在甘南州特殊教育学校举行周六

志愿者行动，并捐赠 100 个饭盒，并与甘南州特殊教育学校

达成协议，每周有 20 个志愿者组成的小团队周六下午到特

殊教育学校进行志愿服务；举办“红旗飘飘，引我成长”主

题演讲活动；举办首届儿童简笔画大赛；举办“5.25 心理健

康文化节”活动；大学生摄影协会举办“摄影沙龙”活动；

并且积极组织参加学校“格桑花开”广场舞表演大赛；中国

梦”诗文诵读比赛；举办 “韵舞芳华”舞蹈技能大赛；举办

第四届美术手工展——教玩具制作”技能大赛等等。全系广

大团学青年积极参与，在校园文化建设和专业技能提升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8 年 5 月 4 日，在五四表彰中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荣荣获 2017-2018 年度“先进团总支”称号；2018 年 5 月，

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8 年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先进集

体奖；2018 年 7 月，在学校“格桑花开”广场舞表演大赛荣



获“三等奖”； 

2018 年 10 月，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组织单位”称号；2018 年 12 年，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第三届“阳光民院 阳光学子”优秀心理剧展演的优秀组织奖；

2018 年 5 月，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8 年“迎新杯”篮

球赛优秀组织奖；2017 年 10 月，荣获第十八届九色 甘南香

巴拉旅游艺术节学生实践活动先进班级体奖；2017 年 10 月

赴康乐县大东沟、熊家寨小学教育帮扶实践队在我校 2017 年

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中同伙“优秀团队”荣誉称号；2017 年 6

月，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第十届“大学生心理健康文化节”

活动的“优秀组织奖”；2017 年 5 月，在五四表彰中荣获甘

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6-2017 年度“先进团总支”称号；2016

年 5 月，在五四表彰中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5-2016 年

度“先进团总支”称号等等。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团总支 

组织广大团学青年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团十八

大精神；团总支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参加“红旗飘飘 引我成长”主题演

讲比赛；组织了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第一届“学宪法，讲宪法”

知识竞赛，以及开展了“学宪法，讲宪法”专题讲座。组织

参加了我校“格桑花开”广场舞表演大赛；组织参加“迎中

秋·庆佳节”灯谜展活动；圆满完成了 2018 年暑期社会实



践，26 支团队获得立项；组织了“欢送杯”拔河比赛、纪念

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骊歌将起，青春远航”毕业晚会、“迎

新杯”篮球赛、迎新晚会。 

2018 年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红旗飘飘，引我成长”

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奖；2017 年荣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大学生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2016-2017 学年

度获得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先进团总支”荣誉称号。 

二、公示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雪艳 

联系电话：0941—8252486   13893962788 

电子邮箱：1440491603@qq.com 

通讯地址：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校团委办公室 

 

    

                   共青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