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备注

1 徐林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2 任鹏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3 刘刚 大连理工大学船舶结构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书记

4 侯庆敏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党支部书记

5 刘洋 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学院博2013学生党支部书记

6 赵余喜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成教处党总支书记

7 胡文忠 大连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食品工程系教工支部书记

8 丁颖 大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

9 宋芳 辽宁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党委书记

10 刘巍 辽宁大学化学院党委副书记

11 李亚明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核医学科党支部书记

12 王雪莲 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3 孙博航 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第一党支部书记

14 孙皎皎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

15 谭洪波 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党委副书记

16 崔娜 沈阳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生物科学专业党支部书记

17 王韶春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18 白莉 沈阳工业大学机关党委书记

19 晋贵堂 沈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

20 梁克俊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21 杨云川 沈阳理工大学教学联合党总支书记

22 朱玲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党委书记

23 梁甜甜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

24 冯丹枫 辽宁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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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春凌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26 赵美月 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党支部书记

27 李淑华 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党总支书记

28 范俊刚 沈阳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化工原理党支部书记

29 刘春艳 沈阳化工大学外语系教工第一党支部党支部书记

30 吕健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31 吴男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32 王彪 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

33 朱红军 沈阳工程学院后勤集团党总支书记

34 王朋娇 辽宁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

35 李凝 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

36 蒋璀玢 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第一学生党支部书记

37 张冰融 东北财经大学学生工作部、武装部与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联合党支部书记

38 胡蓉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

39 李斌 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40 李荣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中医科感染疾病科联合党支部书记

41 金新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党总支书记

42 林玉英 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

43 孔祥鹏 大连工业大学纺织与材料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44 周振林 大连外国语大学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

45 梁若冰 大连外国语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46 王庆丰 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党支部支部书记

47 周晓平 辽宁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48 孔祥慧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49 赵晓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理学院数学党支部书记

50 张永华 辽宁科技学院采矿工程党支部书记

51 聂振缨 辽东学院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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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柳延辉 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总支书记

53 王桂英 渤海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书记

54 谢文阁 辽宁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55 刘永平 辽宁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56 王胜奎 锦州医科大学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

57 吴东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安全学院党委副书记

58 杨本臣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

59 周德群 辽宁警察学院思政教研部党支部书记

60 毕丛娣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

61 于勇功 大连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62 王滨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党支部书记

63 武囡囡 沈阳工学院生命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64 马强 大连财经学院会计学院党支部书记

65 张洪军 辽宁财贸学院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66 史东辉 辽宁理工学院文法系党总支副书记

67 徐维东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机关一党支部书记

68 赵国军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69 谷思燚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朋朋宠物科技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70 高洪升 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党总支书记

71 王立军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会计系党总支书记

72 高强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73 宁秋平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自动控制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74 赵学玮 辽宁职业学院团委学生处党支部书记

75 孙殿林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信息分院党总支书记

76 孙巍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环境与生态系学生党支部书记

77 王环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信息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78 庄严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铁道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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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广胜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党支部书记

80 罗爽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81 袁静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护理系党总支书记

82 张百杰 辽宁政法职业学院教务部党支部书记

83 化松收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机关党总支书记

84 周志敏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机关党总支书记

85 李连实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沈阳校区学前教育系党支部书记

86 曹守利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党支部书记

87 衣庆泳 大连大学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

88 孙艺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肾内科党支部书记

89 李荣梅 沈阳医学院机关第六党支部书记

90 王廷中 营口理工学院思政部直属党支部书记

91 杨晓辉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92 张巍成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党总支书记

93 于莉莉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94 赵剑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管理科学系党总支书记

95 刘萍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普通教育师范学院党总支书记

96 葛自力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公路与建筑工程系党支部书记

97 孙田星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98 孟繁明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医学检验系、口腔医学技术系党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