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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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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组委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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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监督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值班室
北京市档案局市直单位业务处
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

（城市运行联合值班室）
北京市人民政府“

"$$%

”工程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

北京市“
"$$%

”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北京市平安奥运行动指挥协调领导小组

办公室
首都“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协调

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鲜活农产品供应保障协调小组办

公室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管理一处
北京市农委奥运农产品供应保障工作领

导小组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

监督管理处
北京市旅游局奥运办公室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职工文明拉拉队组委

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北京奥运会培训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气象局北京奥运气象服务中心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奥运会、残奥会通信指

挥中心
北京市政务网络管理中心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电力公司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和技能培训中心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交通运行中心
北京市平安奥运行动文化娱乐服务场所

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都大学生奥运村（残奥村）住宿服务团队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

街道分指挥部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温馨家园
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天坛派出所
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牛街街道工作委员会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政法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亚运村街道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奥运村地区办事处
北京市海淀区奥运服务保障工作总指挥

部办公室
北京市海淀区“

"$$%

”环境建设指挥部
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学院路街道办事处
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政法委员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奥运工作指挥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

"$$%

”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北京市十三陵水库管理处
北京市顺义区市政管理委员会（顺义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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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办）
北京市大兴区奥运战时指挥部开闭幕式

演练保障分指挥部

中共延庆县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
中央美术学院奥运设计团队
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北京市木樨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
国家体育场团队
国家体育馆团队
国家游泳中心团队
国家会议中心击剑馆团队
奥林匹克公园北区场馆群团队
奥体中心场馆群团队
首都体育馆团队
射击项目场馆群团队
老山自行车场馆群团队
北京大学体育馆团队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团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团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团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团队
工人体育馆团队
工人体育场团队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团队
五棵松场馆群团队
丰台垒球场团队
铁人三项赛场团队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团队
公路自行车赛场团队
马拉松团队
奥运村（残奥村）运行团队
首都国际机场团队
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团队
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管委会
主新闻中心团队
国际广播中心团队
数字北京大厦团队
北京奥运物流中心团队
赛事交通服务分中心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导演团队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技术制作团队
北京大学奥运志愿者团队
清华大学奥运志愿者团队
北京奥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北京外国语

大学）奥运志愿者团队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环岛城市志愿者服

务站点团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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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帆船
委员会（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
山东省青岛市建设委员会
山东省青岛市志愿者协会
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天津赛区办公室
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上海赛区办公室场

地管理部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辽宁省沈阳市体育局
沈阳五里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
河北省秦皇岛市建设局
科技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奥运示范运行

项目组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中心
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大气与噪声污染

防治处
铁道部北京铁路局
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审计署奥运审计办公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宣传处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联络司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宣传文体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奥运工作办公室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长峰科技工业集团公司

国家射击队
国家射箭队
国家击剑队
国家帆船队
国家赛艇队
国家举重队
国家柔道队
国家拳击队
国家跳水队
国家体操队
国家蹦床队
国家女子曲棍球队
国家男子篮球队
国家沙滩排球队
国家乒乓球队
国家网球队
北京市体育局
辽宁省体育局
上海市体育局
江苏省体育局
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山东省体育局
湖北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湖南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广东省体育局
四川省体育局
云南省昆明体育训练基地
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陕西省体育局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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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奥运会
竞技备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综合处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竞技体育

研究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
北京体育大学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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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奥林匹克科学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残奥工作办公室
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北京市射击运动技术学校残疾人训练基地

天津体育学院残疾人训练基地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
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体育训练中心
吉林省乒乓球学校残疾人训练基地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体育训练中心
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处
江苏省残疾人体育协会
浙江省塘栖盲人门球训练基地
山东省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体育中心
湖北省黄石体育发展中心残疾人训练基地
广东省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处

北京奥运安保协调小组办公室
公安部奥运安保专项工作组
奥运安保协调小组警卫指挥部
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西藏自治区公安边防总队
北京市公安局
奥运安保北京反恐安检进京防控部
奥运安保北京治安管理及场馆部
奥运安保北京重点部位和中心区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案件侦控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交通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消防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科技信通法制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仰山桥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朝阳分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海淀分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石景山分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昌平分指挥部
奥运安保北京赛区顺义分指挥部
天津奥运安保协调小组指挥中心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
山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
奥运安保协调小组海关工作部
北京海关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
山东海事局
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南站派出所

外交部奥运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
外交部礼宾司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奥运非注册贵宾接待

小组
中国驻尼泊尔使馆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
中国驻希腊使馆
中国驻美国使馆
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领事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奥运工作组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奥运工作组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奥运工作组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体育组
新华社奥运报道团
光明日报奥运报道组

经济日报政科文新闻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奥运前方报道组
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
中央电视台工艺技术办公室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奥运采访报道部
中国日报奥运新闻中心
中国青年报奥运报道组
中国新闻社奥运报道组
中国体育报
央视网
北京日报奥运报道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奥运报道中心
北京电视台奥运报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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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新闻中心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
北京市丰台区永善社区市民劝导队
天津市和平区志愿者协会

公安部奥运食品安全保卫工作指挥部
农业部“助奥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监管处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朝阳分局
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上海赛区食品药品

安全保障部
上海市闵行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河北省秦皇岛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处
辽宁省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山东省青岛市卫生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绿色食

品开发办公室
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
山东省潍坊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广东省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福州超大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

理中心运行监控室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首都机场海关
首都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维修分部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
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运行团队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火炬接力安保团队
国航火炬接力机组
中国登山队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境内传递工作济南

市组委会
西藏自治区定日县人民政府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西宁市传递活动领

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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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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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银川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北京赛区

水下安检防爆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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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永吉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援奥

仪式标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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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运输机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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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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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安保军队指挥小组空管指挥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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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奥运

安保核化生监测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援奥语言服

务保障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

系学员
)

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北京奥运会司礼

演奏乐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育工作大队北京

奥运会参赛团队
解放军报社时事宣传部
总后勤部援奥交通保障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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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援奥“三防”
医学救援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援奥医疗服务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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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控制工

程系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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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士官

系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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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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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
武警天津市总队第

&

支队
)

大队
"

中队
武警河北省总队第

!

支队
"

大队
武警辽宁省总队沈阳市支队

)

大队
武警上海市总队第

)

支队
"

大队
,

中队
武警山东省总队青岛市支队
武警

%&!$

部队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某大队
武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队
武警

%&")

部队
,!

分队
武警西藏自治区总队拉萨市支队

'

大队
"'

中队
武警部队直属支队

"

大队
#

中队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名单
（共

'&&

名）

丁伯成 奥林匹克公园北区场馆
群场馆团队运行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于 次 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
二级高级项目专家，工人体育场场馆团
队媒体副主任

于建平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
幕式技术制作组组长

卫 峥 北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
综合处副处长

马 遂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奥
运村（残奥村）运行团队综合服务副总
经理

仇淑君（女） 天津市体育对外交
流中心副科长，奥足赛天津赛区办公室
接待部干部

卞留念 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
级作曲，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
闭幕式音乐总设计

尹秀峰 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理
委员会主任，朝阳区“

"$$%

”环境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

牛英明（女）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车辆通号部部长

王 宁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运
营中心主任

王 芹（女） 沙滩排球场场馆团
队服务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王 恺 北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
秘书处处长

王 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主任，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管委
会运行秘书长

王 骐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
管理局特勤处副调研员，奥运村（残奥
村）运行团队交通副总经理

王 智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炼油
厂第二作业部工段长

王石民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国家游泳中心项目安全员

王志忠 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
城市文化活动处副处长，北京科技大学
体育馆场馆团队服务副主任

王建斌 北京市丰台区市政管理
委员会主任，丰台区“

"$$%

”环境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

王树立（女）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第三水厂党支部书记、厂长

王泉生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饭店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淑莲（女）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
局副局长，奥帆赛残奥帆赛城市运行指
挥部海域保洁组副组长

王焕福 北京奥组委体育部体育
信息处三级项目专家

王童洁（女） 北京奥组委体育部
体操项目竞赛主任，国家体育馆场馆团
队竞赛主任

王福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
室主任，北京奥运新闻中心副主任

卢 江 北京市外办国际交流一
处主任科员

古越仁 北京奥组委监察审计部部
长，第

"#

届奥运会监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史捍民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叶如陵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救护

培训中心高级讲师，北京奥运会、残奥
会社会志愿者

田建芬（女） 辽宁省沈阳市体育
局法规处处长，奥足赛沈阳赛区办公室
财务部部长兼物流经理

白宏云 北京体育大学场馆设备
处处长，北京体育大学训练馆团队经理

艾 郁 公路自行车赛场场馆团
队运行秘书长

任小珑 奥运村（残奥村）运行团
队文化活动与媒体工作副总经理

任晓云 北京环境卫生集团有限
公司一清分公司工人

刘 岩（女） 北京舞蹈学院教师
刘 颖（女）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联络部部长，奥运村（残奥村）运行团队
绿色家园媒体村团队主任助理

刘小明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奥运会、残奥会交通运行中心主任

刘文斌 北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
刘立新（女） 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

街道南池子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金水 北京市宣武区市政管理

委员会主任，宣武区“
"$$%

”环境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
刘春晓 北京京能集团太阳宫热

电厂生产技术部部长
刘秋月（女） 中国盲文出版社处长，

残奥大家庭饭店运行团队运行副秘书长
刘海宁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
吉 乔 上海市足球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奥足赛上海赛区办公室竞赛
管理部副部长

吕树利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
副局长，奥足赛秦皇岛赛区奥运安保指
挥中心副总指挥、安保部部长

吕超英（女） 北京市卫生局副调研
员，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工作人员

孙 宏（女）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
馆场馆团队服务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孙卫星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副处长，奥足赛上海赛区办公室新
闻宣传部副部长

孙慧环（女）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副处级辅导员，奥林匹克
公园北区场馆群场馆团队观众服务经理

成 砚（女，满族） 北京奥组委场
馆管理部竞赛场馆一处处长，国家体育
场场馆团队服务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曲 春 青岛奥帆委副秘书长兼
竞赛部部长

次仁旦达（藏族） 西藏民族学院
学生，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馆场馆团队交
通服务志愿者

许 彤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安全运营部经理

邢 英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
道办事处科长，国家体育馆场馆团队人
事经理

闫军红（女） 北京奥组委国际联
络部礼宾处处长，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
运行团队服务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闫至淳（女） 北京奥组委财务部
副处长

何慧莹（女） 北京市第
),#

中学

语文教师，北京奥运会交通运营团队驾
驶员志愿者

吴 兵（达斡尔族） 北京奥组委
机关党委办公室负责人

吴问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
师，奥体中心场馆群场馆团队医疗经理

吴京汨 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
长，奥运村（残奥村）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

吴定国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钢构分公司经理助理

吴竞军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工程师，北京市“

"$$%

”工程建设
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

宋连生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街道
办事处主任科员

张 辉 北京奥组委人事部培训
处处长

张双锁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镇
长

张艺谋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
幕式总导演

张继钢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
幕式副总导演

张守旺 北京市顺义区奥运场馆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顺义水上公园场馆
团队属地关系副主任

张伯林 北京市顺义区奥运场馆
管理委员会主任，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
园场馆团队设施与环境副主任

张庆华（女） 北京奥组委媒体运
行部主新闻中心处副处长，主新闻中心
运行团队运行秘书长

张连生 北京市建设工程和房屋
管理监察执法大队副处长

张建东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西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国家体育场
场馆团队主任

张秋平 北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
张敬东 首开集团总经理助理，国

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朝晖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

心副主任，马拉松场馆团队运行秘书长

张燕来 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煤
炭工业保卫处副处长，奥林匹克青年营
运行团队安保副主任

时光寨 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
四级项目专家

李 伟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运行指挥部交
通与环境保障组执行组长

李 丽（女） 北京市崇文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奥运
安保中心崇文分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李 烽 北京奥组委安保部场馆
建设监督与安全运行处处长

李 菊（女，羌族） 北京师范大学
学生，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运行团队交
通服务志愿者

李 琪 北京市朝阳区工会副主席
李 嵩 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主任
李 藜（女） 中国残联信息中心

副处长，北京奥运票务中心门票销售管
理处四级项目专家

李文涛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信息
网络中心副主任科员，国家会议中心击
剑馆场馆团队技术经理

李兴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国
家体育场中方总设计师

李宇奇 奥体中心场馆群场馆团
队运行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李妮妮（女） 北京市旅游局饭店
管理处副处长，奥运村（残奥村）运行团
队住宿副总经理

李爱庆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高级会计师

李靖生 北京市丰台区体育局局长，
丰台垒球场场馆团队设施与环境副主任

杜立明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
局巡警支队副支队长，射击项目场馆群
场馆团队安保副主任

杨京生 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
供应商业务处副处长，奥林匹克接待中

心运行团队服务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杨明辉 北京奥运注册中心副主

任，工作人员注册和制服发放中心注册
业务副主任

杨滨源 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
广播电视处处长，国际广播中心运行团
队运行副主任兼运行秘书长

沈纯德 北京奥组委体育部田径
项目竞赛主任，国家体育场场馆团队常
务副主任兼竞赛主任

沈崇艳（女，回族） 北京市西城区
文明办（乘车办）文明监督员

沈毓云（女） 北京奥组委财务部
副部长

沙万泉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公司
董事长，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中心运
行团队主任

苏健武 福建省漳州体育训练基
地副主任，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场馆团
队排球竞赛主任助理

陆晋原 北京奥组委工程和环境
部综合处处长

陈 畅（女） 北京奥组委法律事
务部合同监管处副处长

陈 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
京奥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教授

陈志宇（土家族） 北京奥组委运
动会服务部反兴奋剂处处长，奥运会兴
奋剂检测中心团队服务副主任

陈国启（满族） 北京市海淀区万
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映红（女） 北京市木樨园体育
运动技术学校教练员

陈铁成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电力处（北京市能源与经济运行调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

陈维亚 中国东方歌舞团艺术总监，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副总导演

陈静仪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地
区办事处综治办科长

孟宪东 天津市体育局办公室副
主任，奥足赛天津赛区办公室新闻宣传

与文化活动部副部长
屈保忠 北京热力集团左家庄热

力厂安保组组长、应急抢险队副队长
岳 岩 北京奥组委体育部拳击

项目竞赛主任，工人体育馆场馆团队竞
赛主任

岳 建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人事处副处长，奥体中心场馆群场馆团
队运行副秘书长兼人事经理

旺京瑜（女）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
道安德路北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

林 恒 北京奥组委技术部场馆
技术处处长，数字北京大厦运行团队技
术经理

林 程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汽车
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教授

欧阳明高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
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范广会 辽宁省沈阳市足球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奥足赛沈阳赛区竞赛团
队主任

郑 方 中建国际
-

深圳
.

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国家游泳中心设计执行总负责人

郑 泉 秦皇岛市体育局局长，秦皇
岛赛区领导小组秘书长、场馆运行团队主任

郑 煌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朝阳区人事局局长

金 涛 北京市监察局（北京市奥
运场馆建设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金大鹏 北京市卫生局党组书记
金砚铭（回族） 北京北汽出租汽

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运动员
交通服务团队主任

姚杰章 北京市农业局北京市重
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姚姝婕（女） 青岛奥帆委志愿者
姚振平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部部长
姜良志 北京奥组委抵离中心副

主任
姜雪晶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首都国际机场场馆
运行团队运行副秘书长

洪 波（女） 国华国际工程承包
公司董事长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