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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00名）

北京
贾立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超声科主任
彭永臻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蓝天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离休干部
天津
张黎明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

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第四党支部副书记、
配电抢修一班班长

徐文华 河北区环境卫生管理局一所扫
道工

河北
李双星 衡水市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兼阜城县扶贫和农业开
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白利国 玉田县鸦鸿桥镇刘现庄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齐名 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工人（技师）

山西
段爱平（女） 襄垣县王桥镇返底村党支

部书记
沙万里 繁峙县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党支部书记、经理
内蒙古
潘志荣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检

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派驻希拉穆仁检察
室主任

王秀芝（女，蒙古族） 赤峰市农牧科学
研究院蔬菜研究所所长

辽宁
张菊香（女） 辽宁省金秋医院名誉院长
姜妍（女，满族）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李超 鞍钢集团公司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冷轧厂 4＃线设备作业区党支部副书记、作
业长

吉林
吴亚琴（女）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

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万君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转向架制造中心焊接一车间电焊工
黑龙江
荀笑红（女） 哈尔滨排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顾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掏班班长
王德财 鸡东县前进社区离退休党支部

书记
上海
何积丰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院长
张彦 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桥吊司机
汤臣栋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
江苏
赵亚夫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镇江农科所原所长、党委书记
王南石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伺

服机构装配工、特级技师
唐明清 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区分局党委

委员，府苑派出所所长
汪永进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浙江
朱忠华 临安市板桥镇人大主席
万少华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监察室

副主任、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苏德矿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基

础课程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安徽
高思杰 阜阳广播电视台外宣科科长
杨传杰 安徽省地税局直属局副调研

员，太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晋熙镇九
龙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李祥斌 合肥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
福建
章联生 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街道西安社

区党委书记
黄志丽（女）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民一庭副庭长
江西
江风益 南昌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支月英（女） 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

负责人
山东
王恩东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
王传喜 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社区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郭凯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前港分

公司流机队装载机司机
卓长立（女） 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河南
吴树兰（女）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

巡视员，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耿瑞先 新乡市凤泉区耿黄镇耿庄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茹振钢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河南省杂
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黄久生 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
党支部书记

湖北
罗官章（土家族）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段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

研究所国家自研特大型水面舰船总设计师
王焕云 竹山县溢水镇卫生院中医科医生
湖南
唐江萍（女）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
李贝（女，瑶族） 娄底市公安局巡特警

支队巡逻处警大队大队长
田工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体育东路

社区党员志愿者
广东
张恒珍（女）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裂解公司脂肪烃生产
首席技师

徐飞 珠海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副支
队长

潘柱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明祥 汕头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
广西
杜丽群（女，壮族）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

院艾滋病科护士长
庞祖玉 广西农垦国有长春农场退休干部
黄墁（女） 玉林市公安局南江派出所副

所长
海南
陈奎明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

委员、副主任
李志军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

备检验所检验员
重庆
马善祥（回族）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

处调研员，“老马工作室”主要负责人
周娟（女） 梁平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

书记、教师
四川
郭兴利 剑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开

封人民法庭庭长
沙马友古（彝族） 雷波县残疾人联合会

理事长
丁爱谱（女） 攀钢集团公司东风退管所

党总支委员、第二支部副书记，攀枝花市东区
长寿路街道健康路社区党支部兼职委员

贵州
邓迎香（女） 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党支

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波（苗族） 六盘水市钟山区民族宗教

事务局副局长，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云南
耿家盛 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昆

明重工特种装备制造公司车工
李开斌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

推广所党总支委员、水稻站站长
杨天才 河口瑶族自治县桥头乡簿竹箐

村新店小组村民、界务员
西藏
普琼（藏族）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镇

乃琼村党委第一书记、书记
尼玛江村（藏族） 昌都市交通运输局政

工科副科长、主任科员，察雅县烟多镇雪东村
党支部书记

陕西
柯小海 黄陵县双龙镇党委副书记，索

洛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勇（土家族）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
甘肃
胡中山 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

业专业合作社党委书记
刘俊杰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副处级检察员
青海
陈永洁（女） 格尔木市人民检察院公诉

科科长

仁青（藏族） 海北藏族自治州藏医院院长
宁夏
马中贵（回族） 银川市殡仪馆整容组组长
张世忠 隆德县沙塘镇张树村党支部书记
新疆
肉孜麦麦提·巴克（维吾尔族） 新疆油

田公司重油开发公司采油作业五区采油六班
班长

李元敏（女） 伊宁县胡地亚于孜镇盖买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吐尔逊江·库尔班（维吾尔族） 阿克陶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科级侦查员、巴仁中队
中队长

丽达·皮尔拜（女，哈萨克族） 布尔津
县丽达·皮尔拜手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

中央直属机关
焦翔 人民日报国际部西亚非洲编辑室

副主编
中央国家机关
屠呦呦（女）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
蒋成华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投资法律处

处长
国资委
林鸣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港珠澳大
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部总经理、总工程师

王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尼罗河
公司副总工程师

崔继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
学研究院预警机系统研究所所长

金融系统
贺铁林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上海

中心技术保障部总经理
张磊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公司

业务二处处长
蔡淑娟（女） 中国银行南通四海家园支

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民航系统
郦云平 民航华东空管局浙江分局技术

保障部导航科副科长兼云和导航台台长
铁路系统
刘钰峰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毛泽

东号”机车组司机长、班组党支部书记
杨卫华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娄底车务

段冷水江东站调车长
解放军
张 超 92269部队参谋
李正升 78108部队 12分队技师
胡广军 77649部队副部队长
蒋佳冀 95478部队部队长
杨元喜 31009部队研究员

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00名）

北京
李希贵 北京市十一学校党总支书记、

校长
天津
冯翠玲（女）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
王月华（女） 南开区向阳路街道昔阳里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河北
彭少勇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

记、副检察长
张付仁 馆陶县寿山寺乡寿东村党支部

书记
段妍青（女） 张北县张北镇党委委员，

马连滩村党支部书记
任福顺 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村镇党委书记
山西
崔晓满 泽州县犁川镇崔河党总支书

记、崔河村第一书记
张翠娥（女）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

院党委书记
李建芳（女） 太原市迎泽区老军营桃园

南路二社区党总支书记
内蒙古
丁新民（蒙古族） 鄂尔多斯市东方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孝红（女） 包头市昆都仑区昆工路街

道东友谊 22#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辽宁
张丽萍（女） 大连市中山区桃源街道长

利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于素玲（女） 盘锦市双台子区社会福利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唐玉超 抚顺县石文镇八家子村党支部
书记

吉林
韩丽（女） 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松淑（女，朝鲜族） 延吉市公园街道

园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黑龙江
付华廷 甘南县兴十四镇兴十四村党委

书记，富华集团董事长
姜驰（女，满族） 富锦市砚山镇福祥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邱淑华（女）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

康镇西城社区文化活动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上海
梁慧丽（女） 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党委副

书记、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蒋永华 金山区朱泾镇党委书记
江苏
李晓霞（女） 盐城市大丰区大中镇党委

委员，恒北村党委书记
郑翔（女） 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文昌

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不驻会）
李成春（朝鲜族） 三星电子（苏州）半导

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浙江
傅企平 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

书记
余金红（女） 舟山市定海区干 镇新建

社区党支部书记
劳光荣 龙游县大街乡贺田村党支部书记
安徽
金玉琴（女，布依族） 黟县洪星乡红光

村党支部书记，金元木制品工艺厂厂长
叶太应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沈贤军 六安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党总支

书记、副主任，公厕管理所所长
福建
许光园（女） 永安市小陶镇五一村党支

部书记，市妇联副主席（兼）
李振生 南安市梅山镇党委副书记，蓉

中村党委书记
陈建萍（女）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

埔北社区党委书记
江西
余梅（女） 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

树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左志刚 安福县寮塘乡党委原书记
杨莹（女）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山东
陈叶翠（女）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街

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马焕军 寿光市委洛城街道工委书记，

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
魏心东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
张卫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

学院党委书记
河南
薛荣（女）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
王修记 桐柏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宋清梅 邓州市编外雷锋团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书记、团长
苗振水 固始县驻北京党工委书记
湖北
王波（女）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党

委副书记
田祥森 蕲春县大同镇李山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袁少敏 孝感市孝南区陡岗镇袁湖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湖南
李民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谭本伦（土家族） 慈利县高峰土家族乡

党委书记
胡光育 湖南省林业厅直属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
广东
黎锡康 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党工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
黎晓（女） 肇庆市端州区委城西街道工

委书记
李森 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总干事
陈绍初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总商会党委

书记、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广西
谢华娟（女，壮族） 南宁市西乡塘区衡

阳街道中华中路社区党总支书记
周亚仙（女） 神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海南
林北川 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林泽良（黎族） 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重庆
吴中兰（女） 渝中区上清寺街道上清寺

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雪（女） 荣昌区安富街道党政办副主

任，通安村党总支书记
四川
史进洪 珙县上罗镇代家村党支部书记
三郎乓（藏族） 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党

支部书记
吴文全 新津县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
兰勇 什邡市洛水镇党委书记
贵州
杨再炼（土家族） 江口县闵孝镇鱼良溪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清松 湄潭县兴隆镇党委书记
云南
李瑞英（女，傈僳族） 德钦县霞若乡各

么茸村党总支书记
马光会（彝族）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平

甸乡桃孔村党总支书记
西藏
高宝军 普兰县县委书记
尤明刚（藏族） 西藏宏绩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委员、董事、总经理
陕西
赵勇健 镇巴县县委书记
贾向东 渭南市临渭区委基层办主任
甘肃
张靖邦 宕昌县哈达铺镇党委书记
潘秀玲（女） 金昌市金川区委金川路街

道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金水里社区党工委
书记、社工委主任

青海
田小红（女）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街道新

海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当毛（女，蒙古族）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优干宁镇党委书记
宁夏
丁茂生（回族） 国家电网石嘴山供电公

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沈莉玲（女） 石嘴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党

支部书记、副校长
新疆
沙吾尔·芒力克（维吾尔族） 尉犁县兴

平乡达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承功（回族） 哈密市伊州区西河街道

老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彭桂琴（女） 托克逊县第一小学党支部

副书记、校长
贾国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24

团 1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
中央直属机关
周勇 新华社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
刘学钊 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关宝兰（女） 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

党委副书记、直属机关纪委书记
国资委
李传营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铁十四

局集团北京地铁8号线三期项目部党支部书记
张昌明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

部主任、党组办公室主任、直属党委副书记
金融系统
奚美蕉（女）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浙

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兼绍兴证券营业部总经
理、营业部党支部书记

张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

孙持平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民航系统
康文生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党委办公

室主任
铁路系统
孙万斌 兰州铁路局武威南车务段武威

车站党总支书记
李金 呼和浩特铁路局乌海工务段乌海

西线路车间党总支书记
（下转第六版）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95
年光辉历程。95 年来，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种
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把贫穷落
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繁荣富强
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在 以
习 近 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坚定的信心和非凡的勇
气，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充分展
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之
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奋发
有为、建功立业，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对贾立群等
100 名共产党员、傅企平等 100 名党务工作者、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党委等300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分别授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次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企业、农村、机
关、学校、医院、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等各条战线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先进事
迹和崇高精神，鲜明昭示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继承发

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生动彰显了新时期共产党人
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力量的政治品格和先锋
形象。中央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
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仰信念，对党忠诚，不断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尊崇党章、遵守党
规，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牢记党
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生
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自觉

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各级党组
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
习，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
职责，带头贯彻执行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
的团结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
建设，在推动发展、深化改革、
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等方面努

力创造一流业绩。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
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表 彰 全 国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16年7月1日）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名 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