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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00 名）

王璐扬（女）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

刘晓磊 市委办公室调研处副处长

康静波（女） 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范亚飞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应急新闻工作处）处长

许燕军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三级调研员

毕 落 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一级科员

阎晓斌 市委研究室综合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刘招龙 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职员

丛俊杰 市委编办事业机构编制处副处长、三级主任

科员

白 洋 市委市直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王 华 市信访局网上信访处四级主任科员

柴士兴 市委老干部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处处长、一级

主任科员

罗黎鹏 市委保密机要局机关党总支一级科员

孟永波 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督查二处处长、一级主任

科员

李 卫 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值班室主任

肖 伟 石家庄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谢踊亮 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和教育交流处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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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亮 市科技局机关党委一级科员

阎志勇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运行监测协调处副处长

张运忠 市民宗局宗教一处副处长、三级主任科员

邢玉明 市公安局信息中心二级警长

王 静（女） 市民政局办公室一级科员

刘 军 市司法局人事警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志荣 市司法局组织培训与警务督察处副处长、三

级主任科员

刘 凯 市政府投资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卜晓磊 市人社局办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

马立辉 市人社局农民工工作处副处长、三级主任科

员

石永利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人事处处长、一级主任

科员

郑雯倩（女） 市环境监控中心分析室副主任

国 彬 市住房开发建设集团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经理

王子军 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戚 欢 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综合维护管理所所长助

理

谷建存 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职工

刘彦长 市城市照明管护中心桥东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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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瑾（女）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办室主任

王瑜琨 市京昆高速公路京石运营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张东明 市水利局水土保持与水库移民处副处长、三

级主任科员

陈 辰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职员

刘 培（女） 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副主任

王会国 市森林消防扑火大队队长

马春娟（女） 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姜嘉伟 市投资促进局经济技术协作处处长

于晓玲（女） 市评剧院一团党支部副书记

朱建良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所长

张 锐 市急救中心副主任

申 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副

处长

霍 强 市荣复军人疗养院党支部副书记、政工科长

梁 楠 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处处长

刘 亮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

三级主任科员

夏 锋 市国资委办公室副主任

刘学朴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单位党委一级科员

曾 敏（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财务处一级科员

吴玉华 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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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辉 市统计数据中心一级科员

鲍伟娜 （女） 市政府研究室参事联络处四级主任科员

郭群会 市站前人防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耿耀田 市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孙国锋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地方金融稳定处处长

刘占中 市行政审批局二级调研员

王 敏（女） 市医疗保障局人事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安 杨 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中心计划财务科科

长

常春秀（女）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络建设与安全处二级主

任科员

田 路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田晓峰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监察处处长、一

级主任科员

郭俊玲（女）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一级主任科员

闫玲彦（女） 市政协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

王锡杰 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人事处处长、四级调研

员

乔少伟 市人民检察第一检察部干警、三级主任科员

马艳丽（女）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一级主任科员

夏靳苗（女） 市社会科学院社会法律研究所副所长

贾晓晨（女） 市委党校办公室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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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青（女） 石家庄日报社“学习强国”石家庄学习平台

主编

商 竞（女）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总监兼新闻频率

副总监

肖海军 市档案馆市志编纂处副处长

袁 晶（女） 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

付云燕（女） 市供销社贸易中心党办室主任

冯军智 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人事科科员

李芳斌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轨道副工长

岳 峥 市中央商务区建设发展中心产业发展处副处

长

韩 宇 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工程三科科员

牟 青（女） 市总工会纺织工会副主席

曹 晶（女） 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

刘发永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

段文涛 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工作部部长

任吉增 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机关党支部副书记、通联

部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刘 兵 市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张 雷（女） 市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四级主任科员

刘 勇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刘 媛（女） 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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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慧（女）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人事科副科长

苏安琪（女）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

科一级行政执法员

高 祺（女） 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

王洪亮 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七大队刚果（金）公司

副主任工程师

马春林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北地质勘查院长城基础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胡鹤年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二三台中控机房主任、

节传维修党支部书记

高 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九五一台总工程师

刘晓轩（女） 国家统计局石家庄调查队住户调查处一级科

员

赵云姣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党校学员管理部副

主任兼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赵玉洲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速递物流业务部办

公室主任、速递教研室主任

邱 凯 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

二、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96 名）

石 婵（女）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郭少敏 市委办公室直属单位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李新卓（女） 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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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希（女）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

徐周博 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李志刚 市侨联党支部纪检委员、办公室三级主任科

员

苏珍军 市委政法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

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李 星 市委研究室机关党总支（人事处）二级主任

科员

何玉婷（女） 市委编办机关党委一级科员

刘宇鹏 市委市直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白玉松 市信访局机关党总支一级科员

吴海舰 市老干部休养所党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一级主任科员

杨国明 市委保密机要局第二党支部书记、通信报务

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王守礼 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人事处处长

王之顺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直属单位党委书记、副局

长

焦圣文 市政府办公室直属单位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白明峰 市发改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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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金 市教育局第二党支部书记、基础教育处处长、

一级主任科员

杨 辉（女） 市科技局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

龚立翠（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直属单位党委一级主任科

员

涂 军 市民宗局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民族处副

处长

马国萍（女） 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党委副书记、政委、

警务技术二级主任

黄 胜 市民政局直属单位党委四级主任科员

王利国 市司法局直属单位党委书记、三级调研员

张方敏（女） 市财政局直属单位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

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梁传洲 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非税收入

中心副主任、二级调研员

郭 斌 市劳动监察局党支部副书记、副局长、三级调研

员

宋庆武 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

沈 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单位党委专职副书

记、机关纪委书记、内部审计处处长、一级

主任科员

吉晓晓 市生态环境局直属单位党委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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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兵山 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沈义云 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机关党支部书记、组织

人事科科长、四级调研员

李 娜（女） 市二环路管护中心组织人事科专职党务职员

吴娜娜（女） 市交通运输局直属单位党委党务干事

丁建申 市公路服务保障中心直属站党支部书记

王志为 市水利局直属单位党委科员

刘爱平 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单位党委专职副书记、机

关纪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王荣申（女）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

主任

李惠英（女） 市林业局机关党委党支部书记、人事处处长、

一级主任科员

崔岩龙 市商务局第二党支部副书记、电子商务与信

息化处副处长

刘瑞琳（女） 市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季国栋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直属单位党委副书记、

三级主任科员

刘丹彤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办室主任

冯卫红（女） 市第五医院第十一党支部副书记、工会副主

席

左 斌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直属单位党委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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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萍（女） 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政工科科长

敦 兵 市应急管理局直属单位党委专职副书记、机

关纪委书记

刘新建 市审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毛艳丽（女）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机关党委组织委员、亚非

大处副处长、三级主任科员

刘金光 市国资委组宣处科员

邓云彬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单位党委一级科员

黄 金（女） 市体育局机关党委党务干部

陈红勇 市政府研究室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产业经

济研究处副处长

赵海涛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

刘利波 市乡村振兴局机关党总支二级主任科员

王世尊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第一党支部组织委

员、办公室副主任

时 莹（女） 市行政审批局机关党委职员

张中华 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征管党支部书记、职工

参保管理科科长

李霄红（女） 市园林局直属单位党委科员

王红芳（女）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杨璐成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纪委副书记

张 彤 市政协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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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奎 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书记、二级调研员

尚 娜（女） 市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指导处党支部副书记、

三级主任科员

刘占西 市社会科学院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

任、一级主任科员

郝海华（女） 市委党校机关纪委副书记

张建国 市委党校第三党支部书记、后勤处处长、四

级调研员

杨三追 石家庄日报社日报一支部书记、石家庄日报

编辑部办公室主任

韩 涛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党支部书

记、总监

刘晓莉（女） 市档案馆机关党总支（老干部处）专职副书

记（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沈 蕾 西柏坡纪念馆组织人事科党务干部

尹琪峰 市供销合作总社直属单位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宫家骥 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机关党委科员

彭 莹（女）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综

合部党务干事

郭婧懿（女） 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机关党总支专职副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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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立 市总工会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宣教和网络

工作部副部长

闫 研（女） 共青团石家庄市委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一级主任科员

尤雪峰 市妇女联合会机关党总支三级主任科员

李青松 市科协机关党总支宣传委员、办公室副主任

宋献华 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机关党支部纪检委员、宣

创部三级主任科员

李 静（女） 市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专职党务职员

戎 怡 市红十字会党支部组织委员、办公室三级主

任科员

李 伟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纪检监察科科长

马春英（女） 市邮政管理局机关党委组织委员、办公室三

级主任科员

李亚彤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李莅津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党

支部书记、局长、一级主办

田国辉 市气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四级调研员

马永聚 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锁柱 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七大队印尼公司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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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副经理

商丽新（女）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北地质勘查院党办室副

主任

杨沅莹（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二三台党办室副主任

李 萍（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九五一台技术办公室党支

部书记、主任

宋桂存（女） 国家统计局石家庄调查队第二党支部书记、

生产价格调查处处长

张秋娟（女）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系学生党支部

书记、学生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

任 怡（女）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邮政通信管理系学

生党支部书记、学生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

李瑶君 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治处四级警长

三、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88 个）

市纪委监委第七党支部

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党支部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

市委统战部机关第二党支部

市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党支部

市委政法委机关第四党支部

市委研究室机关党总支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第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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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党支部

市老年大学党支部

市委保密机要局机关党总支

市委市人民政府督促检查办公室机关党总支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行政管理处党支部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直属单位党委

市智慧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市教育局机关第二党支部

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第六党支部

市公安局指挥部党总支

市殡仪服务中心党支部

市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第一大队党支部

市平安公证处党支部

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党支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生态环境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党支部

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第一党支部

市排水管护中心维护一所党支部

市供热事务中心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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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京昆石太高速公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党委

市公路建设发展中心党支部

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心党支部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党委

市林果技术研究推广服务中心党支部

市商务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投资促进局机关党总支

市博物馆党支部

市中医院第二十四党支部

市第四医院第十党支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直属单位党委

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六休养所党委

市应急管理局第七党支部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机关党委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第六党支部

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党支部

市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党支部

市射击场党支部

市统计局机关党委

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党支部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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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乡村振兴局第一党支部

市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处党支部

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行政党支部

市城市水系园林中心第一党支部

市电子政务中心党支部

市人大常委会老干部第一党支部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机关党委

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党支部

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党支部

市委党校机关党委

石家庄日报社机关党支部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党支部

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党支部

石家庄中山日化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第二党支部

市总工会机关第三党支部

市职工服务中心党支部

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员会机关党支部

市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党支部

市科学普及中心党支部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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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按摩医院党支部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党支部

市邮政管理局第一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党支

部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党支部

市环境气象中心党支部

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北地质勘查院第一党支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二三台党委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九五一台党委

国家统计局石家庄调查队党总支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邮政通信管理系党总支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工程系党总支

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