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王立慧 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2 武建军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3 杨东坪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党委书记

4 沙海影 东北大学理学院党委书记

5 周大雨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物理与化学教工党支部书记

6 金德辉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7 曹旭阳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机械师生纵向党支部书记

8 王新建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党支部书记

9 孙洁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行政党支部书记

10 杨洪臣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声像资料检验技术系党支部书记

11 张树彪
大连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党总支副书记兼化学工程系教工党支

部书记

12 崔杰 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3 张丹宁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财税系、产业经济系党支部书记

14 庞艳华 辽宁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5 刘巍 辽宁大学化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16 李丽蔚 中国医科大学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17 辛军 中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放射科、核医学党支部书记

18 张云 中国医科大学临床一系学生党总支书记

19 刘志刚 沈阳药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人事部部长

20 刘娇艳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党委组织员、81期第二学生党支部书记

21 信东旭 沈阳农业大学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22 崔娜 沈阳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生物科学党支部书记

23 左丹弘 沈阳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第二党支部书记

24 白莉 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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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刘振旭 沈阳师范大学党校常务副校长兼组织部副部长

26 赵辉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27 王丽卿 沈阳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28 黄月 沈阳理工大学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29 刘士明 沈阳建筑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

30 陈冰 辽宁中医药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31 马跃海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32 孟繁菊 沈阳音乐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直属党支部书记

33 刘新 鲁迅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34 王欢 沈阳化工大学数理系党总支副书记

35 林海森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36 田晓光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学院党总支组织员

37 姜娟 沈阳体育学院武术与舞蹈学院民族传统体育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38 王晓文 沈阳工程学院电力学院党委书记

39 戴建陆 沈阳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40 陶文东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41 全颖 辽宁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组织员

42 李俊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43 苗莉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教工党支部书记

44 张淑敏 东北财经大学机关党委书记

45 王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党政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46 张雪 大连医科大学组织部组织员

47 李斌 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48 金新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

49 吴毅 大连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50 林玉英 大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51 王明伟 大连工业大学工业模具党支部书记

52 殷红玲 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53 贾哲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54 张强 大连海洋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兼应用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55 邱金英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党总支书记

56 李宁 辽宁科技大学组织部副部长

57 王会立 辽宁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58 孙贵勇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组织部副部长

59 郎庆阳 辽宁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60 聂振缨 辽东学院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61 胡宇 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62 王化坤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63 王亚君 辽宁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

64 吕永亮 辽宁工业大学党委组织部组织员

65 张洪江 锦州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66 陈刚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67 韩雪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68 刘学茹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69 高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70 曹洪富 辽宁警察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71 张殿栋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

72 刘祚斌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合署)部长（处长）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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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程雪崴 辽宁教育学院辽宁省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党支部书记

75 于舒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76 张海昌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77 哈媛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珠宝学院第二党支部书记

78 聂远鹤 辽宁职业学院农艺学院党总支书记

79 沈犁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委员、组织人事部长

80 徐亮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81 于丽荣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部部长

82 赵成波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83 张勇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84 佟海涛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党委组织部组织员

85 曲娜娜 辽宁政法职业学院（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86 刘启国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处长

87 刘玉春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新媒体中心主任

88 李连实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党支部书记

89 陈志国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90 张文博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人事处组织员

91 史迎霞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务党总支书记

92 王贤俊 大连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93 李婷婷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兼继续教育学院党总

支书记

94 岳霖 辽宁何氏医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

95 白静 沈阳工学院党群工作部部长

96 谷硕 沈阳城市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97 王小巍 大连财经学院党委书记

98 张洪军 辽宁财贸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99 陈丽丽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党支部书记

100 肖士中 沈阳科技学院党群工作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