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市、县（区）关工委、老干部局（服务中心），省直属机关、省教育厅、
省国资系统关工委：

2021年 ，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是我省
关工系统五年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 。 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 “五
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 ，按照省委部
署和中国关工委要求 ，以创造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强大动力 ，坚持时代主题 ，突出年度坐标 ，推进五年规划 ，
大力开展 “放飞中国梦·传承红基因 ”主题教育 ，牵引 “五教 ”统筹
发展、“教助”有机结合，教育引导关爱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努力
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 各项工作焕发生机活
力，取得优异业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为激励各级关工委和广大 “五老 ”奋发进取 、再立新功 ，省关
工委在总结经验 、改进做法 、保持连续 、提高水平的基础上 ，今年
启动了新一轮“十佳五老”“十佳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经层层
推荐评选，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共同研究 ，决定授予唐兴文等
10 位同志全省关心下一代 “十佳五老 ”荣誉称号 ，授予合肥市包
河区方兴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 10 家单位全省关心下一
代 “十佳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授予万直民等 52 位同志全省关心
下一代“十佳五老”提名奖荣誉称号，授予巢湖市中垾镇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等 35 家单位全省关心下一代 “十佳先进集体 ”提名
奖荣誉称号。

这次受到表彰的“十佳五老”和 “十佳先进集体 ”，是全省各级
关工委和广大“五老”的优秀代表。 他们的先进事迹 ，集中体现了

广大 “五老 ”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心系国家 、报效社
会的家国情怀，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和与时俱进 、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继续创造新的业绩。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要以先进典型
为榜样 ，深入扎实地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 ，进一步凝聚智
慧力量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安徽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安徽省委老干部局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十佳先进集体””名单

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望江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无为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皖南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全椒县襄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铜陵市铜官区友好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阜南县政法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法治诊所
萧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1年度全省关心下一代“十佳五老”“十佳先进集体”名单

2021年度全省关心下一代“十佳五老”“十佳先进集体”提名奖名单
““十佳五老””提名奖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直民（女） 霍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王文璋 当涂县关工委主任
王宪政 砀山县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田保家 六安市叶集区皖西当代学校关工委主任
冯启平 全椒县关工委秘书长
朱良杰 芜湖市弋江区南瑞街道关工委执行主任
朱德林 凤阳县临淮关镇关工委主任
庄国南 颍上县关工委主任
刘克贵 合肥市蜀山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刘素珍（女） 滁州市琅琊区龙池社区关工委副主任
汤 彪 芜湖市镜湖区汀棠街道办事处关工委执行主任
许成全 萧县永堌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许宝珠 无为市刘渡镇关工委副主任
李仲杰 阜南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李启红（女） 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华强社区关工委委员
吴夕品 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关工委副主任
吴义恒 太湖县关工委执行主任
汪 明 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关工委主任
汪孟友 潜山市塔畈乡关工委副主任
汪茂发 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关工委执行主任
沈怀灵 阜阳市颍泉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沈培水 定远县桑涧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张同尧 蒙城县板桥集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张现碧 泗县泗州实验学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陈 杰 涡阳县陈大镇关工委名誉主任
陈小妹（女） 芜湖市湾沚区花桥镇关工委执行主任
陈宜华 明光市关工委主任
邵 华 铜陵市郊区关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
周 强 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周隆庆 黄山市黄山区关工委主任
郑贤君 六安市军休中心关工委主任
钟 鑫 淮北市相山区关工委副主任
施用伦 肥东县撮镇镇关工委主任
祝志宏 池州市关工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祝银平（女） 岳西县白帽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姚德惠 临泉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夏广勤（女） 亳州市谯城区关工委副主任
顾照炎 南陵县三里镇关工委执行主任
陶玉农 无为市襄安镇新生村关工委执行主任
盛恩松 滁州市南谯区关工委副主任
常玉琴（女） 来安县舜山镇关工委主任
崇斯文 天长市仁和集镇关工委主任
葛锡林 铜陵市义安区经信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董兆虎 阜阳市颍东区关工委副秘书长

蒋守达 合肥市庐阳区关工委主任
程共灵 灵璧县渔沟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疏 林 安徽玉堂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关工委主任
靳方洪 宣城市彩虹报告团成员、广德市春晖报告团成员
解硕甫 宿州市埇桥区道东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潘学明 霍邱县城关镇关工委主任
薄玉侠（女） 界首市关工委法治教育组副组长
魏国杰 阜阳市颍州区关工委德教、法治教育组组长

““十佳先进集体””提名奖名单

巢湖市中垾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亳州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亳州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古井集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宿州市埇桥区三八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宿州市市直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泗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砀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怀远县人民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徽省天麒面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阜阳市颍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阜阳市颍东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颍上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太和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凤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明光市苏巷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六安市金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六安市裕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霍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舒城县山七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马鞍山市花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马鞍山市二中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陵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宣城市宣州区向阳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国市教体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池州市贵池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宿松县东北新城龙井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山市徽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祁门县第一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徽省农垦集团敬亭山茶场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关于表彰 22002211年度全省关心下一代““十佳五老””““十佳先进集体””的决定

唐兴文 80 岁 淮南市田家庵区关工委主任

积极发挥威望优势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扎实开展
关心下一代工作 。 2020 年被淮南市关工委授于 “五老 ”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全区 28 个村和 91 个社区，均成立关工委 ，各村
和绝大部分社区被命名为“先进关工委”。 特别在第三届“关爱
明天 、普法先行 ”教育活动中 ，建立创建领导小组 ，担任副组
长 ，多方协调 ，积极推进 ，被授予第三届 “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示范区”荣誉称号。

姚华亮 83 岁 休宁县东临溪镇汊口村关工委副主任

退役老军人，爱党爱国拳拳之心、自办展馆育后人。 废寝忘
食搜集“五史”资料，呕心沥血创办红船展馆。 从上世纪 60 年代
起，姚华亮省吃俭用，自费搜集党史、国史、军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等“五史”资料，退休后在家中办起红色展览馆，
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其最大特色：家庭式展馆，接地气；谈
心式讲解，人性化；固定展览馆与流动展览馆相结合，影响力大。
遇到重要节日和纪念日 ，主动将展板 、图片 、史料带到社区 、学
校、部队、乡村进行巡展与巡讲。 目前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观者，人数已经突破 8 万人次。 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离退休干部
先进个人、“安徽好人”、黄山市关心下一代“十佳五老”、休宁县
“最美休宁人”等殊荣。

杨 明 93岁 蚌埠市龙子湖区关工委“五老三走进报告团”成员
离休老干部，高龄关工人。 2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关心培养青

少年工作，深入社区、学校、家庭，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爱留守
和流动儿童，帮教问题青少年和网迷少年，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
情。他每年结合主题教育内容，深入全区 30 多所学校，用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形式，联系自己亲身体会，为青少年讲“四史”、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讲艰苦奋斗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励孩子们将
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每年都去农村学校看望留守儿童，送去
书包等学习用品。到企事业单位募捐助学金，帮助家庭困难的特困
儿童和残疾儿童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 坚持开展“五老”网吧
监督，以亲和关爱的话语，耐心说服教育孩子防止戒除网瘾，受到
群众一致好评。

王加胜 61 岁 和县乌江镇关工委副主任

利用自家四间旧屋， 自费创办乌江镇濮集留守儿童校外活动
站。 2015 年 2 月至今，活动站先后接纳 955 名留守儿童和困境生，
累计进行思想道德、文化、法制、安全、音乐、美术等教育 4200 多学
时，开展 110 场各种文体劳活动，并带领孩子到合肥、南京、马鞍
山、泾县等地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和博物馆、科技馆等，受教育学生
850 人。资助 180 名家庭困难学生就读，转化 55 名问题孩子。截至
2020 年，在站留守儿童 1 人获安徽省“美德少年”称号，16 人获市
县三好学生，6 人获市县“好少年”，169 人考入省重点示范高中，26
名考入本科大学。

王宗宽 82 岁 濉溪县南坪镇关工委副主任、南坪镇街西村
关工委主任

自退休以来，长期从事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 发出关爱留守
儿童倡议书 ，呼吁全镇各界爱心人士结对关心关爱 ，营造心有
人护、身有人爱、难有人帮的良好环境。与 100 余名未成年人结
成对子 ，经常开展关爱活动 ，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进步都与其
亲切关怀与心理疏导密不可分。 为培养留守儿童的生活乐趣，
提升自理 、自立能力 ，经常邀请孩子们到自己家中 ，面对面 、手
把手地教做饭、洗衣服和家居保洁。 经常到学校讲革命励志故
事 ，讲淮海战役战争史 ，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传承红色
历史记忆。

宋业超 90 岁 肥西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关工委主任、肥西县
关工委润蕾报告团成员

“带”好机关青年干部职工，在自身学习基础上，收集、整理、购
买书籍，发给机关青年干部学习。 剪辑有关家教家风的报刊资料，
发放给机关青少年子女及其家长。 对子女在校学习的经济困难机
关同志，建议领导酌情给予帮助。带领局关工委一班人与双枣社区
开展结对联建，形成“机关+社区+企业”的关爱帮扶工作模式，该
镇又有 14 个工业企业建立关工委，基本实现全覆盖。自编演讲稿，
向青少年学生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史国史。 还通过向单
位领导汇报或联系爱心企业以及慈善部门，为三所学校的 30 多名
贫困学子筹资 30 多万元。

曹福涛 73 岁 宣城市绩溪县公安局关工委主任

坚持抓党建带“关”建，调动支部“五老”积极性，促进工作做好、做
实，做优；抓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每月 11日为学习日，参学率 75%以
上；经常深入学校、留守儿童中心，给青少年讲党史、讲革命故事，开展
普法教育活动，每年多达 60场次；创新成立不穿警服的街头便民调解
队伍，每年调解各类纠纷 150多起；组织开展探访失足青少年活动，给
他们自新的希望和勇气。 积极沟通汇报，争取局党委支持，腾出了 12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作为党支部和关工委活动中心，并投资 32万元改
造办公室、会议室、活动室，为关工委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宋月英（女） 72 岁 青阳县关工委主任

加强关工委班子建设，积极发挥“五老”作用，关注青少年思想
道德教育，有效推进“五教”“五助”工作。担任“五老”报告团团长，带
领报告团成员深入城乡、学校，积极开展“放飞中国梦”、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宣讲活动。与县文广新局联合组建“五老”义务网吧监督
队伍，聘请 13 名老同志担任网吧义务监督员，促进网吧依法经营，
阻止未成年人进入。组织编写《生态青阳》读本，大力开展“生态道德
教育进校园”活动，定期举办“党是阳光我是苗”少幼儿书画展和老
少同乐活动，扎实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教育活动，连续两届被
中国关工委、司法部、中央综治办联合授予“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
进单位”。 连续十年开展多种形式爱心捐赠活动， 多渠道筹措资金
110余万元，救助在校孤儿及贫困家庭学生学生 1000余人次。

叶正宽 80 岁 金寨县检察院关工委顾问

经常深入到结对帮扶村，对 180 余名留守儿童、困难学生进行
帮扶关爱，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结合未成年人检察职能，
对失足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谈心帮教、心理疏导，督促其积极反
省。 为帮助青年检察干警尽快成长成才，广泛收集资料，自己撰写
讲稿，给年轻干警授课，强化青年干警理想信念，涌现出全省控告
申诉检察业务标兵、全县“十大优秀政法干警”等 20 余名先进典
型。 把工作中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运用到关工工作上，院关工委
先后被市、县评为“五好关工委”先进集体，其本人也被表彰为全县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陆吉坤 69 岁 利辛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带领县关工委和全县 2380 余名“五老”发挥所能，助力脱贫攻
坚，投身疫情防控。打基础，健全基层关工组织网络。指导办公室先
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和制度，构建了县—乡（镇）—村（社区）、关工
委—教育局—学区中心学校 （县直学校）—村校两套关工组织网
络。目前，全县 23 个乡镇、15 个成员单位、361 个村（社区）、31 家企
业、366 所中小学校均已健全关工组织。 讲实效，助力下一代健康
成长。带领全县各级关工组织广泛开展“五教五助”活动，动员全县
2500 多名骨干参与“脱贫攻坚、关工助力”，组织 1340 余名“五老”
志愿者与贫困留守儿童进行结对。 面对突发疫情，主动带头捐款，
并动员全县 1300 余名“五老”为疫情防控爱心捐款 15 万余元。

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坚持“全域党建”带“全域关建”，积极发挥“五老”榜样带动和教
育引导作用，推进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合力。 创新工
作机制，构建新平台。 实现项目化运作关工工作新机制，成立“扬帆
亲子”读书会、“梦想城镇”小创客成长营等项目组织 40 余个，全覆
盖成立 225 个楼栋党小组作为关心下一代枢纽型工作平台，为社区
关心下一代工作向居民区、楼栋延伸搭建平台。 塑造大品牌，扩大影
响力。 社区关工委坚持创新，塑造中科大老教授关爱团、小创客成长
营、普法小先锋等多个品牌，先后组织 2 万余名青少年参加品牌活
动，社区以普法小先锋形象为母本，对街区进行创意普法形象设计，
通过手绘漫画形式进行普法宣传。

望江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93 年 10 月 14 日
在实施“党建带关建”工作机制中，采用“六个结合、十二项工

程、五型关工队伍”工作模式，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 创建道德教育
报告团 11 个，5 年共评选出县级 “孝贤模范”50 名、“美德少年”157
名。 共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6 个、党史教育基地 1 个、传统文
化教育基地 1 个，受教育青少年 2 万多人次。 创立“党史专题教育”
品牌。 募资 913.62 万元，资助贫困学子 7296 名。 兴建“留守儿童之
家”10 所，“五老”结对帮扶“留守儿童”505 名。 培养青年农民创业典
型 10 名，帮助 3650 户贫困对象摆脱贫困。 建有家长学校 43 所、家
教名校 19 所，每年有 8000 余名家长进校学习。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2000 年
立足实际、创新形式，创新关工工作平台。 建立宣讲、活动、关

爱、宣传、互动五大平台，创新开展交通安全岗护学活动、文明创建、
助力乡村振兴、学雷锋树新风、放飞中国梦·传承红基因、组织青少
年开展劳动实践等多种活动。 精心组织、注重实效，丰富关工工作内
容。 抓好“幸福五老、快乐关工委”建设，成立党史报告团，认真开展
党史宣讲和报告活动，举办学党史、感党恩专题报告 16 场次，放飞
中国梦传承红色基因宣讲报告 14 场次。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参
加把岗、守卡、排查、登记、测温、宣传，彰显了正能量。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2002年 11月
出台新一届部关工委工作规则， 在部机关加挂部关工委标牌，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提升关爱质效。 坚持立德为先、教助并举，深
挖特色资源，创新“五教”形式，打造“组工+关工”品牌，先后举办“红
船精神代代传”船模制作活动，组织参观省公安厅警犬训练基地和
居民身份证制证中心，赴太湖县定点帮扶村捐资助学，每年为部机
关 14 周岁以下干部职工子女致“六一”慰问信、送上组织祝福，组织
高考升学干部职工子女座谈交流、赠送纪念品，着重引导青少年听
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无为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93 年 6 月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五教”工作卓有成效。 2019 年，与市委宣传

部、市人武部、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召开纪念渡江战役胜利 70 周年大
会，1000 余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 在新四军七师纪念馆广场举行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千人宣誓教育活动。 组织老农业科
技工作者深入农村讲解种养殖知识 20 多场次， 近千名青年农民获
益。 先后制作 6 个励志和法制视频教育片， 陆续在各校组织播放。
2021 年，举办第四届“最美孝心少年”评选表彰活动。 心系贫困青少
年成长成才，爱心助学业绩突出。 2020 年，市关工委组织累计发放助
学资金 147.56 万元，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1470 人，帮助 1300 余名大
中小学学子圆了求学梦。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建党精神大力弘
扬。 同有关部门开展诗歌朗诵、演讲、线上学生党史知识学习竞赛活

动，组织市关工委爱心艺术团进校园、进社区巡回演出。

皖南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97 年
当好党建组织员，给学生宣讲党课 30 多场次，受教育者 1 万多

人次，《发挥特邀党建组织员作用,探索当好大学生“五员”途径》被
《心系下一代》杂志刊用。 组织开展“放飞中国梦、奋斗强中华”主题
教育活动———青春杯征文活动，获省教育厅关工委优秀组织奖。 指
导 600 多名新生填写大学生涯规划手册，做好未来大学计划，解答
担忧困惑。 资助贫困学生 20 名，合计 2 万元；走访帮扶院扶贫点，3
次看望 6 名贫困学生家庭， 院关工委 2021 年获省关工委 “脱贫攻
坚·关工助力”先进集体。

全椒县襄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五老”作用充分发挥。全镇 580名“五老”主动参与关工志愿者行

列，每月上报一张“工作记录表”，积极开展法制教育、传统文化宣讲、
科技服务等活动，涌现出于万连、王明德、张平友、刘正余等一批优秀
的“五老”志愿者。凝聚力量传递爱心。镇、村（社区）关工委经常走访村
（组）、学校，借助社会各种力量，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仅 2021年就
对 14个村（社区）的 15位特困和残疾青少年走访慰问，发放救助 1.15
万元。 党建引领开拓奋进。 镇关工委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办法，积极
探索“党建带关建”网格管理“1+6”新模式。目前，该镇南屏社区网格化
管理摸式已初步形成，带动辐射全镇关工事业健康发展。

铜陵市铜官区友好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2010年
领头人工作尽心尽责、任劳任怨。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关心下一

代工作上。 十余年如一日，慷慨解囊，主动出资 6.5 万余元资助特困
中学生；领衔成立“汪荣振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十项“五老”志愿服
务活动，因此被评为“中国好人”、省关工委“十佳五老”。 社区关工委
坚持以党建带关建，成立 8 个关工小组，组长全部由党支部书记担
任。 创办假期公益课堂，做到“学校放假、社区开学”，以公益课堂开
展课业辅导、特色培训、讲红色故事等活动，深受学生及家长欢迎。
建立义务护学队、网吧义务监督队、治安巡逻队等平台，发挥“五老”
积极作用，义务护学队集体于 2020 年被评为“铜陵好人”。 每年开展
“千人千愿、微爱圆梦”活动，捐款 1.3 万元解难纡困。

阜南县政法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法治诊所”，成立
于 2004 年 10 月

积极参与“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教育活动，与贫困和有问题青
少年结成手拉手对子，全程帮扶其成长。成功依法解决多起典型事
例案例，资助 100 多名农村贫困留守和双失儿童上学，帮助网瘾问
题娃变成发明小达人，让贫困辍学的孩子回归课堂，让无人抚养的
孩子有家可依，让遭受欺凌的孩子沐浴法律的阳光，让顽皮聪明的
孩子发挥一技之长。成立以“五诊一防”为主要内容的“五老法治诊
所”。省依法治省办、省法宣办、司法厅给予“他们用法律治病救人，
用法治呵护青少年成长”颁奖词。

萧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87 年
班子有组织力。 关工委班子建设和“双创建”工作与党组织建设

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全县关工系统班子健全，整体素质高，“双
创建”创优率达 85%。 队伍有战斗力。 全县统一标准要求，有效落实
“五老”政治和经济待遇，完善“四个一批”，不断壮大队伍，2020 年以
来，增加“五老”566 人。品牌有鲜活力。探索“乡村振兴青年农民科技
知识大赛”“百团千人走基层育新人”“闵孝美德进校园”“建立八大
农科技示范基地”等品牌，创新形式，丰富内涵，扩大影响。 关爱有救
助力。 利用爱心助学协会平台，募集资金 300 余万元，以其产生的衍
生收益救助特困大学生 73 人。

2021年度全省关工委“十佳五老”事迹 2021年度全省关工委“十佳先进集体”事迹

““十佳五老””名单

唐兴文 淮南市田家庵区关工委主任
姚华亮 休宁县东临溪镇汊口村关工委副主任
杨 明 蚌埠市龙子湖区关工委“五老三走进报告团”成员
王加胜 和县乌江镇关工委副主任
王宗宽 濉溪县南坪镇关工委副主任、南坪镇街西村关工

委主任

宋业超 肥西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关工委主任、肥西县关工委
润蕾报告团成员

曹福涛 绩溪县公安局关工委主任
宋月英（女） 青阳县关工委主任
叶正宽 金寨县检察院关工委顾问
陆吉坤 利辛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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