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10 人） 

 

王阳元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微纳电子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曹文轩 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邓小南 历史学系教授 

谢立中 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张  强 药学院药剂学系教授 

魏  来 人民医院党委委员  肝病研究所所长  肝病科主任  

感染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葛立宏 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教授  主任医师 

赵晓文 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党支部书记  主治医师 

郝雪梅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委员  公共仪器中心党支部书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程  丰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011 级博士生 



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294 人） 

 

艾明要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委员  统计学教研室主任  教授 

董镇喜 数学科学学院退休教授 

张喜悦 数学科学学院 2013/2014/2015 级本科生联合党支部书记   

2013 级本科生 

郑  直 数学科学学院 2011 级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陈建军 物理学院现代光学所教工党支部副书记  研究员 

郝建奎 物理学院重离子所教工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张  焱 物理学院大气和海洋科学系教工党支部组织委员  高级工程师 

陈伟华 物理学院凝聚态物理教工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  工程师 

韩景智 物理学院凝聚态物理教工第二党支部副书记  高级工程师 

张海君 物理学院普通物理教学中心工程师 

林  炜 物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唐美雄 物理学院重离子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3 级硕士生 

胡柏山 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2 级博士生 

刘海超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李星国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无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高  珍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时  征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机关后勤党支部组织委员   



物业办公室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李翠娟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 

李先江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1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陈  超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2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马  雯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4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蒋争凡 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 

郑晓峰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阮小娟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秘书  助理研究员 

焦  航 生命科学学院校友办公室助理  2013 级本科生班长 

纪玉锶 生命科学学院 2010 级博士生 

郭红山 生命科学学院 2011 级博士生 

袁  野 分子医学研究所学生党支部书记  2014 级硕士生 

曹广忠 城市与环境学院大人文地理党支部组织委员  副教授 

刘  萍 城市与环境学院党委委员  教工行政党支部书记  助理研究员 

武欣玫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韩  杰 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校研究生会转化科学部部长 

郑天立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2 级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刘蓓蓓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 级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何国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退休教授 

何建森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空间物理与应用技术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副所长  研究员 



李  艳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矿物岩石矿床所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张显峰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副所长  副教授 

王新茹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党委委员  行政党支部书记  党团人事办公

室主任 工会副主席 院友会常务副秘书长  助理研究员 

邵  枫 心理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吴玺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言语听觉研究中心主任   

信息科学中心副主任  

薛增泉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边凯归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网络与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  副教授 

杨川川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学系教工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  副教授 

丁雪芹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陆俊林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委宣传委员  计算机系教工第二党支部宣传

委员  系统结构研究所副所长  助理研究员 

赖舜男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学所党支部书记  工程师 

关淘淘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微电子系机械系统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4 级博士生 

黄鑫玉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13 级硕士生 

栾  添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量子电子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2011 级博士生 

廖  凯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微电子系统集成芯片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3 级博士生 

郑峰屹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会宣传部部长  2015 级本科生 3 班辅导



员  2015 级博士生 

荣起国 工学院党委委员  副教授 

朱若珊 工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张晏硕 工学院 2013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杨婷云 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2011 级博士生 

代  冲 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2013 级博士生 

王绍鑫 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2014 级博士生 1 班党支部书记 

魏  朋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团委书记  前沿交叉教工党支部书记  讲师 

李应龙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2013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田永路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命联合中心 2014 级研究生 4 班党支部书记 

赵东岩 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直属党支部委员  研究员 

庞  莹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刘严鸿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5 级经管一苑党支部书记 

张凯云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5 级科技二苑党支部书记 

陈  尧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5 级科技三苑党支部书记 

任建新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5 级科技五苑党支部书记 

户国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讲师 

王  剑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汪卓群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唐作藩 中国语言文学系退休教师 

樊桔贝 中国语言文学系团委副书记  2015 级硕士生班长 

李浴洋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4 级博士生班长 



钱乘旦 历史学系教授 

李东辉 历史学系 2012 级本科生班长 

王健丁 历史学系 2014 级硕士生团支部书记 

王书林 考古文博学院党委委员  助理研究员 

王  博 校长助理  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  社会科学部部长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  教授 

李  林 哲学系团委书记  讲师 

王  莅 哲学系 2014 级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林丰民 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党支部书记  主任  教授 

王邦维 外国语学院教授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

究中心主任  东方学研究院院长  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李  政 外国语学院教授 

韩加明 外国语学院教授 

刘  军 外国语学院行政党支部组织委员  《国外文学》编辑部秘书   

助理研究员 

王虹元 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2012 级本科生团支部书记 

张忞煜 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2012 级博士生 

王京晶 艺术学院 2012 级本科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团支部书记 

刘立新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邢  思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014 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班长 

许振洲 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主任  教授 

雷少华 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党支部宣传委员  助理教授 



曲一铭 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吴  珊 国际关系学院 2013 级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叶静怡 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  教授 

崔  巍 经济学院金融保险教工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吕  赫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2012 级本科生团支部书记   

校团委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咨询委员 

黄国桂 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 2013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李西振 经济学院 2015 级学术硕士生班长  团支部书记 

郑晓瑛 人口研究所所长  教授 

张志学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罗  炜 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委员  副教授 

杨东宁 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姜万军 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秦晓蒙 光华管理学院党委秘书  助教 

张炎蒸 光华管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张健韬 光华管理学院 2014 级工商管理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赵玮璇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5 级硕士生 

王  成 法学院党委委员  民商法党支部书记  教授 

王  磊 法学院宪法行政法党支部书记  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挂）  教授 

白建军 法学院教授 

江  溯 法学院刑法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侯  猛 法学院法理法史党支部组织委员  副教授 



王  桔 法学院行政图书馆党支部组织委员  助理研究员 

王晓萱 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 

王钰灵 法学院 2013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书记 

刘雨晴 法学院 2013 级本科生第三党支部书记 

潘驿炜 法学院 2014 级法律硕士生（法学）党支部书记 

马玉松 法学院 2014 级法律硕士生（非法学）第二党支部书记 

徐  扬 信息管理系情报学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焦长权 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沈体雁 政府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系党支部书记   

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严  洁 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邹瑞阳 政府管理学院团委副书记  本科生联合党支部书记   

校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3 级本科生 

郭宏樟 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校学生工作部助理学校副秘书长  

2014 级硕士生 

李翔海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党委组织委员  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授 

孙代尧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 

魏  波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所所长  教授 

魏建国 教育学院教育财政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副研究员 

杨亚晨 教育学院 2015 级普通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陈开和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  新闻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 

惠济州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学术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校团委社会实践



（志愿者工作）部常务副部长  校学生助理学校秘书长 

田  丽 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 

邢惠清 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党委秘书  副研究员 

吴定锋 体育教研部宣传与信息办公室主任  副教授 

王文彦 昌平校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工程师 

盛大林 元培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3 班班长 

杨宝学 基础医学院药理学系主任  教授 

王  露 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 

任彩霞 基础医学院党委委员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党支部书记   

讲师 

周  勇 基础医学院机关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孟漱石 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党总支副书记  2013 级本科生 

钟丹丹 基础医学院药理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3 级硕士生 

沈  晖 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党总支副书记  免疫学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2009 级本博连读生 

房  煊 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研究生党支部 

管晓东 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讲师 

孟祥豹 药学院化学生物学系副教授 

乔  康 药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干部  助理研究员 

王  义 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 2013 级博士生 

康晓平 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 

简伟研 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 



罗  昊 公共卫生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曹  炜 公共卫生学院学生党总支组织委员  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研究生党

支部书记  2014 级硕士生 

孟  莹 公共卫生学院学生党总支宣传委员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王亚亚 护理学院基础护理系 2013 级博士生 

韩英红 公共教学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  副系主任  副教授 

郭建光 公共教学部医用理学系计算机教研室主管技师 

马兰艳 第一医院纪委书记  督查室主任  研究员 

王鹏远 第一医院院长助理  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  人事处处长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向  宇 第一医院科研处干部  副研究员 

刘玉村 医学部党委书记  第一医院院长  党委委员  大外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孙  葳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副主任医师  

牟向东 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委员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李  奎 第一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委员  副主任医师 

李敬伟 第一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医院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研究员 

杨尹默 第一医院党委委员  普通外科党支部副书记  教授  主任医师 

张慧婧 第一医院 2009 级学生党支部书记 

陈路增 第一医院超声诊断中心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医师 

赵予涵 第一医院设备处党支部书记  助理研究员 

赵明辉 第一医院党委委员  肾脏内科主任  科研处处长   



教授  主任医师 

郝  瀚 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郭应禄 第一医院名誉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  主任医师 

郭晓蕙 第一医院大内科副主任  内分泌内科主任  临床营养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郭冀帆 第一医院实验研究生第二党支部书记  2014 级博士生 

盛琴慧 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  主任医师  副教授 

崔一民 第一医院药剂科党支部书记  主任  主任药师  教授 

韩晓宁 第一医院心内科党支部副书记  副主任医师 

程苏华 第一医院门诊部党支部书记  主任  副研究员 

潘义生 第一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主任医师  副教授 

黄晓波 人民医院应用碎石技术研究所所长  泌尿外科副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高  杰 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党支部书记  主任医师  副教授 

付中国 人民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刘国莉 人民医院妇产科党支部宣传委员  主任医师 

张  素 人民医院内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黄晓军 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血液病学系主任  血液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董  燕 人民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李春英 人民医院退休研究员 

杨  帆 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潘  芳 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党支部宣传委员  主任医师 

柳  鹏 人民医院医务处党支部青年委员  副主任技师 

郭淮莲 人民医院神经病学系副主任  神经内科党支部委员   

教授  主任医师 

吕  萌 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党支部宣传委员  医师 

张媛媛 人民医院消化科党支部宣传委员  主治医师 

常桂菊 人民医院财务审计党支部书记 

白楠竹 人民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科员  护师 

郑小伟 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心血管内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李  蓉 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  妇产科副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么改琦 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党支部书记  主任  主任医师 

黄永辉 第三医院消化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余  翔 第三医院临床医学专业 2010 级八年制博士生 

王  军 第三医院麻醉科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  主任医师 

马芙蓉 第三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袁晓宁 第三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副主任护师 

乔红梅 第三医院呼吸科党支部组织委员  工会主席  呼吸重症监护病房

护士长  主管护师 

葛宝兰 第三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庹  琳 第三医院医务处党支部书记  副处长  助理研究员 

刘晓光 第三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骨科副主任  疼痛中心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张志鹏 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治医师 

汪大伟 第三医院人事处干部  助理研究员 

胡晋平 第三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眼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雍  磊 第三医院研究生 4 班党支部书记  2014 级博士生 

葛  霖 第三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李晓光 第三医院感染疾病科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  颜 第三医院学生党总支书记  助理研究员 

韩江莉 第三医院心内科党支部组织委员  干部保健处副处长   

主任医师  副教授 

王鸿颖 口腔医院退休医生  教授 

牛春华 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会党支部书记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副部长  

研究实习员 

沈曙铭 口腔医院医务处干部  副研究员 

张震康 口腔医院名誉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林  琴 口腔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 

郑  刚 口腔医院材料室研究员 

禹  勤 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办公室主任  技师 

高  岩 口腔医院病理科教授 

郭传瑸 口腔医院党委委员  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温  河 口腔医院后勤党支部技师 

崔  明 肿瘤医院胃肠外四病区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医师 

杨永波 肿瘤医院胸外一科主治医师 



薛  冬 肿瘤医院中医科党支部书记  医务处副处长  副主任医师 

高顺禹 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医师 

岳海振 肿瘤医院放疗科技师  工程师 

张丽燕 肿瘤医院消化营养党支部组织委员  主管护师 

何英剑 肿瘤医院乳腺中心党支部书记  助理研究员 

仲西瑶 肿瘤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  副研究员 

陈冬雪 精神卫生研究所纪委委员  研究室第一党支部书记  科研处处长   

助理研究员 

刘  靖 精神卫生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柳学华 第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临床心理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杨  震 深圳研究生院党委委员  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  教授 

何凌燕 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崔小乐 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支部组织委员  副教授 

于长江 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执行院长  副教授 

向杜春 深圳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干部 

黄贤睿 深圳研究生院经济 2013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南  菁 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 2014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蒋一峰 深圳研究生院计算机 2014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张  祺 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 2015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袁红利 机关党委副书记  助理研究员 

胡少诚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王  杨 纪委办公室副科级纪检员  党支部委员  助理研究员 

虎翼雄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党校办公室主任（兼）  副研究员 

郭俊玲 党委宣传部宣传工作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林思聪 学生工作部学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讲师 

李  钢 燕园派出所所长 

董南燕 教务部综合办公室主任  副研究员 

李  楠 社会科学部党支部青年委员 

黄宗英 研究生院党支部宣传委员  学位办公室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曹冠英 人事部综合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周勇义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副部长  党支部书记  副研究员 

李  君 先进技术研究院综合办公室主任  副研究员 

刘宝栓 后勤党委书记  总务部副部长（兼）  副研究员 

尹双石 房地产管理部公用房与土地管理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白利明 肖家河项目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基建工程部副部长   

高级工程师 

李建富 会议中心党总支副书记  助理研究员 

张剑岷 校园服务中心副主任  研究实习员 

王建华 餐饮中心主任 

谭晓白 产业管理办公室综合事务部主任  企业管理部副主任（兼）   

助理研究员 

许  颖 方正集团工会委员  党群工作部总监 

苏  婕 北京北大科技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管理分公司



总经理助理  北大科技园党支部副书记 

王心环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史建华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数字媒体业务部总经理 

杨  伟 北京北达盛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鸟楼项目部经理 

朱宏涛 北京北大临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研究员 

刘  静 校史馆综合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赵文莉 基金会副秘书长  副研究员 

周春霞 图书馆党委委员  学习支持中心主任  副研究馆员 

王  燕 图书馆信息化与项目党支部书记  副研究馆员 

徐丹丽 出版社编辑  副编审 

王  艳 出版社人力资源部主任  副编审 

朱建华 校医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兼）  主管护师 

张  晋 校医院外科党支部组织委员  副主任医师 

解利艳 燕园街道办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林思会 燕园街道办事处居民民政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王同利 燕园街道燕东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杨  兵 附属中学预科部党支部书记  中学高级教师 

王  冰 附属中学艺术中心主任  中学一级教师 

王利宁 附属小学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李  洁 医学部人事处劳资调配办公室主任  副研究馆员 

李海峰 医学部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杨韶军 医学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张燕蕾 医学部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副研究馆员 

钟丽君 医学部分析中心党支部宣传委员  助理研究员 

姜  辉 医学部继续教育处处长  主任医师 

赵  军 医学部校园管理中心副主任  高级技工 

孙  静 医学部房地产管理办公室主任  主管技师 

安红波 医学部产业党总支国内合作与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会计师 

 

 

 

 



北京大学先进党支部  

（101 个）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中心党支部 

数学科学学院 2013/2014/2015 级本科生联合党支部 

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工党支部 

物理学院基础教学教工党支部 

物理学院凝聚态物理博士生第一党支部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党支部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4 级研究生党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植物与生物技术党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 2013 级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城市与环境学院大人文地理党支部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空本科生党支部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012 级地质博士生党支部 

心理学系教工党支部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中心与数字媒体教工党支部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行政党支部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学离退休党支部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软件所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 



工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 

工学院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 

工学院 2014 级博士生 1 班党支部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命联合中心 2012 级研究生党支部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5 级科技一苑党支部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015 级科技三苑党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生党支部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4 级创意写作硕士生党支部 

历史学系本科生联合党支部 

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党支部 

哲学系本科生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党支部 

艺术学院教工党支部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015 级硕士生党支部 

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党支部 

国际关系学院行政党支部 

国际关系学院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 

经济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 

光华管理学院行政教辅党支部 

法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 



法学院 2014 级法律硕士生（非法学）第三党支部 

法学院 2015 级法律硕士生（非法学）第三党支部 

信息管理系硕士生党支部 

社会学系 2012 级本科生党支部 

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联合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 级硕士生党支部 

教育学院 2015 级普通硕士生党支部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生党支部 

继续教育学院第四教工党支部 

元培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 

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党支部 

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党总支生化研究生党支部 

基础医学院生理与病生理学系党支部 

药学院研究生第四党支部 

药学院药剂学系党支部 

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工党支部 

公共卫生学院生育健康研究所教工党支部 

护理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公共教学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党支部 

第一医院妇产科党支部 

第一医院肾内科党支部 



第一医院泌尿科党支部 

第一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党支部 

第一医院检验科党支部 

人民医院急诊科党支部 

人民医院机关第一党支部 

人民医院机关第二党支部 

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党支部 

第三医院儿科党支部 

第三医院骨科党支部 

第三医院普通外科党支部 

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党支部 

口腔医院药剂科党支部 

口腔医院财务审计党支部 

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党支部 

肿瘤医院乳腺中心党支部 

肿瘤医院机关第二党支部 

精神卫生研究所机关党支部 

深圳研究生院教工机关党支部 

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2013 级学生党支部 

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 2015 级学生党支部 

机关党委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支部 

机关党委保卫部党支部 



机关党委继续教育部党支部 

机关党委国际合作部党支部 

机关党委工会党支部 

后勤党委校园服务中心党总支 

后勤党委房地产管理部党支部 

产业党工委方正集团方正电子印艺党支部 

产业党工委方正软件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党支部 

直属单位党委计算中心党支部 

图书馆资源建设党支部 

出版社行政第二党支部 

校医院内科党支部 

燕园街道党工委机关第一党支部 

附属中学第五党支部 

医学部机关党委组织部、党校党支部 

医学部机关党委研究生院党支部 

医学部后勤党委饮食服务中心党支部 

医学部产业党总支国内合作与产业管理办公室党支部 

 

 



北京大学十佳学生党支部书记  

（10 人） 

 

谢宇程阳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王  剑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李  想 哲学系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2012 级本科生 

曹  炜 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4 级硕士生 

孟  莹 公共卫生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伍昕钰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空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2013 级本科生 

范麾京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杨文韬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5 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韩晨宇 经济学院 2015 级博士生党支部书记 

侯天云 基础医学院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013 级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