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四川省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川府函〔2021〕182 号

成都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由教育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教育厅和成都市人民政府

承办的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以下简称全国大艺展)

于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13 日在成都市成功举办。 全国大艺展筹办

过程中省市有关部门(单位)和高校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执委会

工作人员无私奉献、辛勤付出。 为肯定成绩、激励先进,经研究,决

定对我省参与筹办全国大艺展活动的 74 个先进集体、245 名先进

个人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充分发挥先进示范作用,在推动全省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中取得新成绩。 成都市和有关部门 (单位)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大力弘扬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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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文化强省,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 1. 全国大艺展四川省先进集体名单

2. 全国大艺展四川省先进个人名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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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大艺展四川省先进集体名单

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中共四川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四

川省港澳事务办公室)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财政厅科教与文化处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处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

四川省通信管理局

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

二、成都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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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

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综合三处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新闻处

中共成都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成都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务办公室)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公安局

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

成都市武侯区消防救援大队

成都传媒集团

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二分公司

成都城市音乐厅运营管理公司

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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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西华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昌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大学

成都工业学院

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东软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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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医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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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大艺展四川省先进个人名单

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赵鹏飞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三级主任科员

吴皓明 中共四川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四川

省外事办公室、四川省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

事务处副处长

张　 炜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

王志国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一级主任

科员

王　 荣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二级主

任科员

许小宇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电力处二级主任科员

卢文萌 四川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高级警长

汤万平 四川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

科员

白　 杨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四级调研员

祁凌云(女)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保健处副处长

徐大力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二级

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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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刚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

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 　 林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成华大队工

程师

周泉安 四川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干部

张玉宁 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社会联络部(志愿者工

作部)二级主任科员

蒙思竹(女)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王春惠(女)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何　 姗(女) 四川省教育厅党建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洪　 婧(女) 四川省教育厅干部人才处干部(挂职)

罗朝议 四川省教育厅人事与教师工作处二级主任

科员

陈 　 欢 四川省教育厅安全稳定与信访处二级主任

科员

张　 茜(女) 四川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

张智勇 四川省教育厅财务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王文璞 四川省教育厅基建后勤处副处长

邓　 燕(女) 四川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陈建跃 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杜敏通 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四级主任科员

李　 锐 四川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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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艳(女) 四川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研究生教育处一级

主任科员

陈　 鹏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四级主

任科员

范　 琳(女) 四川省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牵头负责人

王玉春(女) 四川省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乔　 木 四川省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牵

头负责人

二、执委会工作部

唐克红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

江岷霞(女)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

杨秀军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一级调

研员

赖英莉(女)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一级调

研员

赵维山 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督导与审计处一级调研员

沈　 鹏 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　 瑜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

王　 挚 四川省教育厅干部人才处处长

吴辰旭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

蒲子晗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秘书

处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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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审计处副处长

吴　 进 四川师范大学工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王鹏云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辅导员

杨　 琼(女) 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李宁强 成都市棕北小学副校长

孙　 泽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调研员

杨　 荔(女) 四川文理学院音乐与演艺学院副院长

路耀武 西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教授

张　 刚 阿坝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

施　 伟 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音乐剧团团长

曾晓龙 阿坝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九寨神韵艺术团

办公室主任

林雨桐(女)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讲师

杨　 琳(女) 成都市玉林小学教导处副主任

何吟婷(女)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党委副书记

刘用芬(女) 宜宾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教师

孙洪斌 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

罗　 集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处艺术实践科科长

李　 欣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

杜　 江 四川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副团长

张立斯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处艺术实践科干事

刘迟愚 成都城市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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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演出执行

喻　 晓(女)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处艺术实践科副科长

陈立兵 四川省教育评估院牵头负责人

冯恩旭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艺术与体育教育研究

所所长

刘　 惠(女)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主任

杨　 瑜(女)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罗　 瑶(女) 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辅导员

赵　 蓉(女) 成都市铁中府河学校教师

汪未晗(女)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综合

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刘　 佩(女) 四川天府新区太平中学教师

刘海峰 四川省教育厅宣传思想与统战工作处副处长

赵　 曦 (女) 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 (志愿者工作

部)部长

王　 燕(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团委副书记

李瑞泉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王之昊 四川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

佘旭玮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毛　 盾 成都市第十一幼儿园教育集团综合发展办公

室副主任

胥　 茜(女)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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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秋　 莎(女)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

干部

关　 心(女)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

干部

熊挺前 成都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教科室主任

王　 琦(女)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新媒体运营

何海东 四川轻化工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综合科

科长

薛　 原(女) 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副校长

吴小刚 成都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

王权林 成都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

常　 婷(女) 成都市少城小学副校长

李　 征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赵春丽(女) 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教师

冯　 刚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德育处主任

凌　 刚 成都市锦江区青少年宫教师

田益民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应急管理科工作人员

王　 培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教师

石铧萌(女) 成都市锦西幼儿园教师

李昌玉(女) 四川省学校国有资产与教育装备中心分管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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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滨 西南财经大学招标与采购中心工作人员

陈佩君(女) 四川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二级主

任科员

张　 雪(女) 四川省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何　 庆(女) 四川音乐学院计财处工作人员

三、成都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董　 嘉(女) 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综合三处四级调研员

陈　 成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二秘书处副处长

赵功勇 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一级警长

邓雨欣(女) 成都市财政局教科和文化处四级主任科员

杨晓清 成都市市容环卫监管服务中心管理七级职员

覃婉婵(女)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一级主任科员

梁　 丽(女)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保健处处长

颜士华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城市安全综合协调处副

处长

孙小力(女)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处

二级调研员

王　 琪 成都市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

高成翰 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处二级主任科员

田宏嘉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武侯大队龙江路政府专

职队指导员

甘利痕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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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伟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政治委员

张　 熙(女)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德育科副科长

邹成路 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产业发展中心副

经理

胡晓菡(女)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四分公司站区长

王义平 成都城市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法人

王宇栋 成都传媒集团经营管理中心综合管理经理

李晓晖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信息基础设施处处长

黄禹奇(女) 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人员

王鹏飞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庄猷昕(女) 中共成都市委外事办港澳事务处工作人员

田昕霭(女) 成都城市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演出

部副主任

胡　 瑞 共青团成都市委学校部二级主任科员

王旭军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轨道交通建设发展

处副处长

张　 岩 成都市成飞中学教师

曹　 童 成都市第四十中学校教师

邹存亮 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教师

罗新笛 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教师

贺志鹏 成都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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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晨曦 成都市蓉城小学教师

李亚明 成都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苏炳超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教师

向兰英(女) 成都市花照中学校教师

刘晓琴(女) 成都金牛实验中学校教师

王安隆 成都市第三十三幼儿园教师

熊若熙(女)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教师

纪　 超 四川省成都市华西中学教师

陈　 豪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教师

李　 昕(女)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实验学校教师

汪妍伊(女) 成都市铁中府河学校教师

陈志涛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后勤处副主任

敬晓涵(女)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教师

邓泓键 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教师

龙仕金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教师

何兴来 成都市第三十六中学校教师

何晓阳 成都市双林小学教师

罗建国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教师

罗青正 成都市东坡小学体育教师

罗诗洁(女) 成都市茶店子小学校教师

毛晓璐(女)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教师

何国英(女)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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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霞(女)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教师

王　 强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教师

刘佳坤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肖志敏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教师

张　 蓉(女)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教师

张婉玲(女)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教师

施　 娇(女) 四川师大附中外国语学校教师

周　 静(女) 四川师大附中外国语学校教师

余文禄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系副

主任

张　 旭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学道分校教师

胡　 星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学道分校教师

四、相关高校

蒲于文 四川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吴银雪(女) 四川大学团委素质拓展部副部长

唐琳佳(女)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刘伯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医师

何　 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医师

刘飞云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音乐系主任

王　 超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讲

师、人机环境系统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韩　 蕾(女)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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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刘　 洋(女)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综合

管理办公室主任

周　 璟(女)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领导

力教育办公室负责人

陈　 龙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美育

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卢灵煜(女) 西南财经大学团委助理研究员

刘兴全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方小伍 西南民族大学团委书记

夏　 艳(女) 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胡华丹(女) 西南石油大学团委素质教育办公室副主任

盛　 磊 成都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

丁恒康(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团委书记

彭靖涵(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曾　 焯(女) 西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舞蹈系主任

左　 怡(女) 西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

刘思麟(女)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书记

马保欣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办公二室主任

胡建春 西昌学院团委副书记

汤　 娟(女) 西昌学院团委副书记

赵　 蓓(女) 成都中医药大学团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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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鸿艳(女)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事科副

科长

梅少云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非遗美育研创中心副主任

逯春晓 四川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办公室副主任

包浩民 四川师范大学团委融媒体中心(青年研究中

心)副主任

刘晓雯(女) 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讲师

李家发 阿坝师范学院团委副书记

马俊杰 阿坝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

李晶晶(女) 成都体育学院体操学院党支部书记

杜康华(女) 成都体育学院团委副书记

张　 一(女) 四川音乐学院团委办公室副主任

黄　 卓(女) 四川音乐学院舞蹈学院舞蹈学教研室负责人

李　 清(女)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处艺术实践科干事

尚建业(女) 成都大学团委大学生艺术团管理科负责人

徐　 谧(女) 成都大学团委干事

徐　 梅(女) 成都工业学院师生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何　 迪(女) 成都工业学院团委干事

李　 诚 四川旅游学院团委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王维信(女) 四川旅游学院团委专职干部

温　 荷(女) 成都东软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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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频捷 成都东软学院实验实训中心主任

周皓翔 四川传媒学院团委书记

张嘉悦 四川传媒学院团委办公室主任

周黎明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团委副书记

杨猗茹(女)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外语系团委书记

雷　 源 成都师范学院团委书记

闵　 越(女) 成都师范学院团委干事

徐　 瑾(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团委副书记

黄　 可(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团委干事

邵红梅(女)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徐　 亮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

文晓霞(女)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工作人员

李　 丹(女)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团委书记

王志豪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学院团委书记

黄　 磊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杨宏雨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挂职)

何华权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谭亮志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宣传干事

王　 博(女)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白　 云(女)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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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婧(女)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王瑀聖(女)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商学院学生党支部

书记

张　 元(女)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生发展中心主任

张宸熙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辅导员

冯　 端(女)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信息技术系党总支书记

张　 卡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学生处干事

李　 芸(女)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团委干事

兰　 楠(女)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康　 婷(女)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团委干事

马　 宁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团委副书记

朱　 珠(女)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团委干事

段妍妍(女)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蒋　 爱(女)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团委办公室主任

泽郎卓玛(女)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团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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