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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五四”精神、表彰

先进，大力宣传在本市紧紧围

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

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加快建设“五个

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过程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青年集体和青年典型，

引导和激励全市广大青年锐意

进取、开拓奉献，共青团上海市

委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局 于 2017 年 11 月 起 ，开 展

2017 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评选活动。

2017 年度“上海市青年五

四 奖 章 标 兵 ”候 选 人 是 在 对

2017 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推荐对象进行审核评选的

基础上，经主办单位征求各方

意见推选确定。为体现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发扬民

主，广泛听取意见，主动接受监

督，现将 2017 年度“上海市青年

五四奖章标兵”候选人予以公

示（按姓氏笔画为序）。如有

不同意见，请于公示期间用真

实姓名向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反映。

公示时间：2018 年 4 月 2 日

至4月6日

监督电话：61690207

通信地址：徐汇区东湖路17

号603室，邮编200031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候选人公示

丁 晓 ，女 ，

1990年 4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在

职大学学历，理学

学士学位。中共四

大纪念馆宣教部副

主任。

作为讲解员，

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分类分层打

造“现场教学”、“探寻四大奇妙之

旅”、“四大讲席”专家讲座等爱国主

义教育品牌项目，5年来她带领纪念

馆讲解员团队累计接待观众56万人

次，开展各类活动140余场。作为志

愿者，她策划成立“党史宣讲青年志

愿服务队”，开展“党史教育校园行”

巡展、巡讲等公益活动450余场，覆盖

受众近500万人次。曾获全国“红色

旅游故事会”大赛上海地区选拔赛一

等奖、上海市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刘一呈，男，

1989年9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艺术硕士

学位。同济大学辅

导员，第二批中央和

国家机关单位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

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动请

缨远赴云南云龙县天池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克服种种困难，以振兴乡

村为己任。他号脉开方、精准扶贫，

大半年来，推进1万斤核桃销售为贫

困户增收12万元；带领村民抢修道路

1000m3，招商引资筹建5000m3道路硬

化建设和2000亩养殖合作社；争取到

30万元扶贫基金，同时募集3万元和

2000册少儿图书。“道阻且长，行则将

至”，他将旗帜插在了脱贫攻坚的第

一线，牢记初心使命，永远在路上。

吴文辉，男，

1978年10月出生，

汉族，群众，大学学

历，理学学士学位。

上海阅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

作为中国网络

文学奠基人之一，从业十六年，他先后

策划并主导了网络文学界第一套完整

的电子出版微支付系统、内容管理系

统的建设，推出了网络文学作家打造

计划，VIP收费制度和作家分成模式等

里程碑式的商业模式。在其努力下，

网络文学商业逻辑得以确立并成为行

业标准，网络文学行业从小众兴趣发

展为触达数亿用户的庞大产业，并成

为文化产业核心IP来源之一。曾获首

届上海文化创业年度人物、上海出版

人奖等荣誉。

吴蓓丽，女，

1979年1月出生，

汉族，民盟盟员，研

究生学历，理学博

士学位。中科院上

海药物所研究员、

课题组长。

她带领的团队

主要开展与重大疾病相关的GPCR结构

研究。建立了国内首个GPCR结构研究

技术平台，并于短期内解析了8种重要

GPCR结构，实现了我国研究组独立测

定GPCR结构零的突破。在Science、

Nature、Cell上发表9篇研究论文。研

发的抗艾滋病新药有望于近期进入临

床试验；推动了抗血栓、2型糖尿病等

新药研发。曾获中科院“百人计划”、

中组部“万人计划”等项目资助，获中

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谈家桢生命科学

奖创新奖、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何卿，女，1986

年 10 月出生，汉

族，中共党员，在职

研究生学历，文学

学士学位。上海广

播电视台主持人，

市青联委员，团十

七大代表。

她是“今天我主持”首届主持人

大赛冠军，作为东方卫视新闻主播，

坚持7年安全播出零事故。她参与见

证了新时代发展，圆满完成首款国产

大客机C919首飞直播、上海旅游节、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等重大主持任

务。她热心文化传播，导演并主持大

型文化艺术普及项目《大家讲堂》，编

剧并导演的医疗科普剧荣获全国奖

项。她热心社会公益，参与举办关怀

特殊儿童音乐会。曾获SMG名、优、新

主持，十大青年才俊等荣誉。

余伟，男，1982

年5月出生，汉族，

中共党员，大学学

历，工学学士学

位。上海建工北横

通道新建二期工程

Ⅰ标段项目经理。

他主要负责上

海市重大工程天目路高架、南北高架

中兴路下匝道、昌平路-恒通路跨苏

州河桥、长寿路桥改建等工程建设。

作为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高级工程

师，他带领团队创新运用预制装配技

术，以90%以上的预制装配率创下上

海之最；结合有“透视眼”功能的桥梁

三维数字模型和管理平台，连续奋战

100天确保了南北高架中兴路下匝道

的提前通车。曾获全国优秀项目经

理、上海市优秀项目经理、上海市政

行业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

宋俊，男，1980

年 11 月出生，汉

族，中共党员，大专

学历。中国宝武宝

钢股份硅钢部作业

长、高级技师。

他立足岗位刻

苦钻研，是业界知

名“蓝领”技术专家，拥有授权专利

118项，为企业创造逾亿元效益。主

持研发的“轧钢废弃物循环再生技

术”，减少钢厂废弃物排放近万吨/年，

从中提取出高端磁性材料，成为钢厂

绿色循环经济典范。参与研发的高等

级硅钢酸连轧工艺技术，攻克多项世

界级技术难题，生产效率提升5倍以

上，使我国硅钢生产技术跃升至国际

先进水平。曾多次获得行业、上海市

科技进步奖，获“大国工匠”、全国技术

能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张大伟，男，

1984年 3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学位。中国商飞

试飞中心试飞运行

部部长助理、试飞

工程师，C919大型

客机首飞机组成员。

作为中国第一批国际认证的民机

试飞工程师，他执行了一系列高风险试

飞科目，累计登机试飞近200架次400余

小时，全程参与了首款支线客机ARJ21

的试飞取证任务。他以扎实的理论功

底、过硬的思想作风入选C919飞机首飞

机组，深入参与型号研制，开展首飞机组

培训和特情处置训练，负责机上任务指

挥、试验点有效性实时判定等任务，为

C919大型客机成功首飞做出了突出贡

献，被授予C919首飞立功个人一等功。

张文明，男，

1978年 5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工学博

士学位。上海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

作为学院最年

轻的特聘教授，他系统建立了微尺度

非线性动力学建模与分析理论，提出

了智能传感系统稳定性设计方法与控

制技术，该理论与技术在航天气象和

高分卫星、导弹导引头、航空发动机等

国家重点行业领域获得重要应用。他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其他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省部级项目21项，

发表SCI论文110余篇，拥有国家发

明专利30余项。曾获教育部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获国家杰青、国家优青、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等多项荣誉。

陆嫣一，女，

1983年 7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经济学

硕士学位。中国银

行上海市分行中小

企业业务部授信产

品团队主管、投贷

联动业务中心主任。

她在中小企业领域深耕十年，牵

头开发的10余项创新产品和模式，获

得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工会等单位

颁发的12项大奖，惠及中小企业逾

2300家，发放信贷近180亿元。她执

笔的“张江模式”金融方案，创新服务

全生命周期科创企业，获上海市人民

政府金融创新一等奖。曾获全国金

融青年岗位能手、中国银监会全国服

务小微企业先进个人、上海青年金

才、上海金融系统优秀青年等荣誉。

陈天石，男，

1985年 6月出生，

汉族，九三学社社

员，研究生学历，工

学博士学位。上海

寒武纪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

他长期从事计

算机体系结构与智能计算的交叉领域

研究，31岁成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研究员（正高级）和博士生导师。作

为“寒武纪”系列智能处理器的奠基人

和产业化负责人，其团队研发的芯片

可以大幅度提升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算

性能与能耗比。研发出的人工智能芯

片——国际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处

理器“寒武纪1A”，具有划时代意义。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

青”、CCF-Intel青年学者奖、2017年

度央视科技创新人物等荣誉。

卓泽旺，男，

1978年 6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法学学士

学位。武警上海市

总队政治工作部组

织处干事。

他从军报国24

载，扎根基层23年，投身特战15春秋，

是总队反恐特战中队组建者、海外执

勤第一人。他率领特战队奔赴中非战

地执行警卫任务487天，每天就着炮声

吃饭、枕着枪声入眠，在生死考验中圆

满完成习主席特使团访问、联合国庆

典、总统就职典礼等现场警卫396次，

处置重大险情12次，在域外疆场展示

了中国力量，被誉为真实版战狼。先

后被武警部队表彰为世博安保先进个

人、优秀基层警官、标兵共产党员，荣

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罗祾，男，1983

年3月出生，汉族，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工学博士学位，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办公室副主任、团委

书记、高级工程师。

作为美国海归博士，他致力于电

网谐波监测治理研究，在IEEE等顶级

期刊发表论文18篇，授权专利21项，

获市科技进步奖4项；在国际上首创

移动电能质量监测平台，解决了特高

压对配网谐波污染的世界难题，满足

上海高端客户的电能质量需求，促进

上海电网迈入世界一流行列，获市优

秀发明金奖。他带领青年首建科创协

会及影迷协会，成为全国电力系统社

团组织示范，率团队获市标杆青年突

击队等重大荣誉12项。

赵锁平，男，

1980 年 10 月 出

生，汉族，群众，大

专学历。青年画

家，浦东新区索思

美青少年公益服务

中心理事长、周浦

美术馆副馆长，浦

东新区政协委员，上海市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谊会理事。

他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等

地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以劳动人

民和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获亚细

亚国际美术大展金奖。他以推广

国际文化交流为己任，策划 10 余

场国际艺术大展；积极创办青少年

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公益讲座 130

余场，连续 3 年发起策划慈善艺术

拍卖，资助云南贫困儿童和白血病

儿童。

柴闪闪，男，

1985年1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在

职大专学历。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上海

市邮区中心局邮件

接发员，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十五

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作为外来务工者，14年来他一直

从事邮件转运工作。他熟记全国

2600多个地名，脑中藏有全国铁路干

线图，曾夺得市邮件转运技能竞赛五

项全能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多年的

工作积累总结出“闪闪工作法”，减少

了重复劳动量和邮件周转的时间，增

加了邮车空间的利用率。他热心公

益，传递弱有所扶的城市温度。曾获

上海市优秀青年突击队员、上海市农

民工先进个人等荣誉。

奚培锋，男，

1981年 8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工程硕士

学位。上海电器科

学研究院网控分院

院长，国家智能电

网用户端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他潜心从事智能电网用户端领域

技术研发，主持及参与国家和省部级

科研项目25项，制定4项国家及行业

标准，攻克高精度同步采集、能源管理

策略等技术难关，获得专利15项，其

创新成果在迪士尼、世博园区等项目

中获得应用。他建设国内首个智能电

网需求响应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引领

行业技术发展。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项11项、上海

市青年科技启明星等荣誉。

谈燕，女，1981

年 11 月出生，汉

族，中共党员，在职

研究生学历，法学

学士学位。解放日

报·上观新闻政情

频道主编，解放日

报社团委书记。

作为党报记者，她深耕时政领域，

参与历年上海“两会”、全国“两会”、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等重大报道，所采写

的报道曾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她

积极投身报社“深度融合、整体转型”，

探索创新时政报道的新媒体表达，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

议、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等创新表现和

传播方式，第一时间推出系列新媒体

产品，获全网转发。曾获中国新闻奖

二等奖、三等奖，多次获上海新闻奖特

别奖、一等奖等荣誉。

常杰，女，1978

年7月出生，汉族，

中共党员，在职大

学学历。上海市杨

浦区二联小学大队

辅导员。

专业素养扎实

的她，积极推进少

先队改革，通过丰富活动立德树人。

5年来，她组织的三十余个活动先后

被上海电视台、新民晚报、文汇报、杨

浦有线电视台报道，所辅导的二联小

学大队多次荣获上海市红旗大队称

号。她致力于科研兴队，撰写的6篇

文章被媒体刊登，5篇论文分获全国

级、市级、区级一、二、三等奖。曾获

全国少先队辅导员风采大赛一等奖、

上海市辅导员风采大赛特等奖、上海

市优秀共青团干部、上海市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等荣誉。

蒋汉武，男，

1981年3月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法学硕

士学位。上海市纪

委监委信访室副主

任，第八批援藏干

部。

援藏一年多来，他克服高原反应

和家庭困难，始终坚守在反腐倡廉、

扶贫攻坚的第一线。他是执纪问责

的“执剑人”，指导处理信访举报118

件、办理问题线索45件、审理违纪案

件65件，新建工作制度、业务流程等

30余项，建成海拔最高的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他是藏族百姓的“暖心

人”，带领完成市纪委第六批驻村工

作，指导开展产业扶贫，联系资助藏

族贫困学生，受到少数民族群众赞

誉。曾荣立三等功1次，获嘉奖5次。

熊浩，男，1983

年11月出生，汉族，

群众，研究生学历，

法学博士学位。哈

佛大学法学院富布

莱特学者，上海市

浦江学者，复旦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为纠纷解决并聚

焦中国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在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

通过国家信访局等单位的多项课题

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政策建

议，曾获评“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成果二等

奖”。他热情服务社会，是浦东新区

医患纠纷调解专家库成员和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聘调解员。他

综合素质突出，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卫

视《我是演说家》全国总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