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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武发〔2022〕2号

关于表扬 2021年度武进区红旗团组织
和先进团组织的决定

各基层团（工）委、区直属团（总）支部：

2021年以来，全区各级团组织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区党代会提出的“高标准打造‘一区一

城’ 全方位争创‘第一唯一’”的发展主题，圆满完成了各项工

作，为推动我区共青团事业迈上新台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表扬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各级团组织奋发有为、再创佳

绩，经研究，决定授予武进区湖塘镇团委等 12个直属团组织

“2021年度武进区直属红旗团组织”称号，授予武进区雪堰镇

团委等 14个直属团组织“2021年度武进区直属先进团组织”称

号，授予武进国家高新区机关团支部等 76个基层团组织“2021

年度武进区基层红旗团组织”称号，授予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团委等 117个基层团组织“2021年度武进区基层先进团组

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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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成绩。

希望全区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团干部以先进为榜样，真抓实

干、迎难而上，把打造“一园一城一示范”作为契机和着力点，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建团 100周年。

附件：1. 2021年度武进区直属红旗团组织名单

2. 2021年度武进区直属先进团组织名单

3. 2021年度武进区基层红旗团组织名单

4. 2021年度武进区基层先进团组织名单

共青团常州市武进区委员会

2022年 2月 9日

抄 送：各有关基层党组织。

共青团常州市武进区委员会组织部 2022年 2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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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度武进区直属红旗团组织名单（共 12个）

武进区湖塘镇团委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团工委

武进区牛塘镇团委

武进区礼嘉镇团委

武进区嘉泽镇团委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团委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团委

武进区人社局团总支

武进区水利局团支部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团总支

武进区城管局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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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度武进区直属先进团组织名单（共 14个）

武进区雪堰镇团委

武进区湟里镇团委

武进区前黄镇团委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区团委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工委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团委

武进区湟里高级中学团委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团委

武进区卫健局团委

常州市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团工委

江苏先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武进区教育局团工委

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团工委

武进区融媒体中心团委

super
Line



5

附件 3

2021年度武进区基层红旗团组织名单（共 76个）

武进国家高新区机关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局团支部

柳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团总支

武进区高新区北区新城域社区团支部

顶呱呱彩棉服饰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韮田创客空间有限公司团支部

常州慧谷科技团支部

雪堰镇城湾村团支部

雪堰镇阖闾城村团支部

雪堰镇雪东村团支部

礼嘉镇坂上村团支部

礼嘉中心小学团支部

礼嘉镇政平村团支部

前黄实验学校团委

前黄镇红星村团支部

前黄初级中学团总支

湖塘镇大学新村二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东方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长安大巷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阳光幼教集团团总支

牛塘镇卢家巷社区团支部

牛塘镇高家村团支部

牛塘镇机关团支部

洛阳镇洛阳村团支部

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团总支

洛阳镇天井村团支部

湟里镇西安村团支部

湟里镇湟里村团支部

湟里小学团支部

嘉泽镇嘉新社区团支部

嘉泽镇南庄村团支部

嘉泽镇跃进村团支部

南夏墅街道南河社区团支部

武进区庙桥小学团支部

西湖街道滆湖社区团支部

西湖街道湖滨社区团支部

省前中 2019级高三（4）班团支部

省前中 2019级高三（12）班团支部

礼嘉中学高三（3）班团支部

礼嘉中学高三（4）班团支部

省武高 2019级高三（1）团支部

省武高 2020级高二（6）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198班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181班团支部

洛阳高级中学 2019级高三（3）班团支部

洛阳高级中学 2019级高三（5）班团支部

湟里高级中学 2019级高三（7）班团支部

湟里高级中学 2020级高二（10）班团支部

湟里高级中学 2019级高三（7）班团支部

湟里高级中学 2020级高二（10）班团支部

常高职 19121团支部



6

常高职 19513团支部

常高职 19612团支部

省前中国际分校 2021级高一（12）班团支部

省前中国际分校 2020级高二（2）班团支部

武进区行政审批局团支部

武进区融媒体中心采访部团支部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团支部

武进区机关幼儿园星河国际园团支部

武进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团支部

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团支部

武建集团团总支

武进人民医院团委

武进中医医院团委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第二团支部

武进区税务局第二团支部

江苏恒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江河港武水务（常州）有限公司团总支

常州建源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团支部

嬉戏族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江苏甲子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团总支

淹城旅游区第三团支部

绿建区申达检验团支部

明都汽车常州新奥团支部

明都汽车常州威宇团支部

明都大饭店金陵明都团支部

supe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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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年度武进区基层先进团组织名单（共 117个）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万帮新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高新区北区香溢澜桥社区团支部

武进区人民路初中团总支

嗨购科技团支部

雪堰镇凤凰村团支部

雪堰镇楼村团支部

雪堰镇雅浦村团支部

雪堰镇周桥村团支部

武进区坂上初级中学团总支

礼嘉镇毛家村团支部

礼嘉镇庞家街村团支部

礼嘉镇武阳村团支部

前黄镇杨桥村团支部

前黄镇红旗村团支部

运村实验学校团总支

前黄镇鑫和泰团支部

湖塘镇东新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晓柳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星河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张家坝社区团支部

湖塘镇北庙桥社区团支部

武进区实验小学团支部

牛塘镇白家社区团支部

牛塘镇青云村团支部

牛塘镇竹园社区团支部

牛塘镇九州花园大酒店团支部

洛阳镇城管中队团支部

洛阳镇圻庄村团支部

洛阳镇谈家头村团支部

湟里镇凯达重工团总支

武进区东安实验学校团总支

湟里初级中学团总支

嘉泽镇成章村团支部

武进区夏溪初级中学团总支

嘉泽镇周庄村团支部

庙桥初级中学 2019级联合团支部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戴家头村团支部

南夏墅街道南夏墅中心幼儿园团支部

南夏墅街道南苑社区团总支

西湖街道长汀村团总支

西湖街道蠡河社区团支部

省前中 2019级高三（8）班团支部

省前中 2020级高二（4）班团支部

省前中 2020级高二（6）班团支部

省前中 2020级高二（10）班团支部

省前中 2021级高一（9）班团支部

省前中 2021级高一（10）班团支部

礼嘉中学高二（3）班团支部

礼嘉中学高二（4）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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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武高 2019级高三（3）团支部

省武高 2019级高三（11）团支部

省武高 2020级高二（2）团支部

省武高 2020级高二（15）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187班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199班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203班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205班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206班团支部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207班团支部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大 208班团支部

洛阳高级中学 2020级高二（1）班团支部

洛阳高级中学 2020级高二（3）班团支部

湟里高级中学 2021级高一（10）班团支部

湟里高级中学 2021级高一（12）班团支部

星辰实验学校九（3）团支部

星辰实验学校九（5）团支部

常高职 19131团支部

常高职 183221团支部

常高职 174221团支部

常高职 19512团支部

常高职 20721团支部

常高职 182431团支部

常高职 19311团支部

常高职 184222团支部

常高职 186231团支部

常高职 172281团支部

常高职 19322团支部

常高职 184231团支部

常高职 19611团支部

常高职 19211团支部

常高职 19411团支部

常高职 185211团支部

常高职 19631团支部

常高职 19221团支部

常高职 19421团支部

常高职 19511团支部

常高职 19711团支部

省前中国际分校 2020级高二（7）班团支部

省前中国际分校 2021级高一（4）班团支部

省前中国际分校 2020级高二（12）班团支部

武进区财政局团支部

武进区司法局团支部

湖塘桥实验小学团支部

常州大学附属小学团支部

武进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团支部

武进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湖塘中队团支部

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团支部

房地产管理中心团支部

武进区疾控卫监联合团支部

武进人民医院行政后勤团支部

武进三院团支部

武进中医院康复团支部

常武常瑞联合团支部

江苏恒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明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团支部

中华孝道园团支部

瑞廷西郊大酒店团支部

绿建区百信检测团支部

绿建区江苏克力空调团支部

super
Line

supe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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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建区中节能（常州）环保科技园团支部

明都汽车常州凯歌团支部

明都汽车常州领克团支部

明都汽车常州众成团支部

明都大饭店明都国际会议中心团支部

super
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