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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五版）
周文政 河南省沁阳市西向镇人民
政 府 退 休 干 部 ，西 向 镇 老 干 部 党 支 部
书记
王建勋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
公司捻织二厂布机保全工段长
赵玉甫 河南省清丰县马庄桥镇赵
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庄桥镇
人民政府副镇长

湖北
魏登殿（回族） 湖北省郧西县湖北
口回族乡坎子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崔崑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睿（土家族） 湖北省咸丰县清坪
镇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
派出清坪镇监察室原主任
谢爱娥（女） 湖北省洪湖市滨湖街
道滨斗湖村村委会委员、
妇联主席
刘发英（女，土家族） 湖北省长阳
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
熊会萍（女） 湖北省襄阳市公交集
团二分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27 路党支
部书记
续辉（女） 湖北省通城县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师
汤俭民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原农
业局主任科员
张美平 湖北省天门市环境卫生管
理局党支部委员、
副局长
许奎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
事侦查大队教导员
吴少勋 劲牌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裁
李春舫 中南工程咨询设计集团中
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陈正洪 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党委
委员、
副主任

湖南
黄诗燕 湖南省株洲市政协原副主
席，
炎陵县原县委书记
朱再保 湖南省岳阳市军队离休退
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
罗安 湖南大学国家电能变换与控
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郝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挖掘机研究总院院长
刘玲琍（女） 湖南省衡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
周顺 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沅江市供电分公司配网运维抢修班
班长
曾宪国 湖南省永兴县黄泥镇东泽
村乡村医生
廖家月 湖南省道县月岩国有林场
香炉山分场党支部书记、
分场长
陈代富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施金通（苗族） 湖南省花垣县城市
管理行政处罚中心主任，双龙镇十八洞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徐敏 湖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
有组织犯罪侦查二支队副支队长、一级
警长
张克军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张忠富（土家族） 湖南壶瓶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泥沙分局局长，湖
南省石门县南北镇金河村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队长
唐斌 湖南省慈利县东岳观镇阳凤
坪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广东
邓铁涛 原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
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周福霖 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
心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姚璇秋（女） 广东潮剧院原党委委
员、
副院长，
名誉院长
费英英（女）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福
利中心九级管理岗职员，龙川县龙母镇
洋田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
麦润金 广东省中山市农业农村局
原主任科员
董淑猛 广东省开平市玲珑医院党
支部书记、
院长
潘健章 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主任，
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九江镇河清经济社第四党支部书记
罗文干 广东省河源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和平县长塘
镇秀河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
周创彬 中国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调
试中心专项试验资深专家
苏东青（女）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
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
校长
吴玉刚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颜海龙 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城区
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
张志添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工农
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长
肖海棠（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三庭副庭长
梁建坤 云浮技师学院石材专业
教师
梁美容（女）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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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镇昭信村党总支委员、
村委会委员

广西
韦焕能（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
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村委会原副主任
韦球（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郑志明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首
席专家，郑志明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负责人
王龙江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
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四级高级
警长
蒙晓梅（女，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
区忻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杨洋（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
织部人才工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黎明华（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
州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黄 永 腾（壮 族） 广 西 少 先 队 总 顾
问，防城港市少先队永腾名师工作室带
头人，
防城港市防城区关工委副主任
彭炎森 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凌尚前（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
坡县平孟镇天池国防民兵哨所哨长

海南
陈清琪 海南省海口市排水管道养
护所第三党支部书记、海口市排水设施
事务中心秀英养护队队长
高绪江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中免凤凰
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伟民 海南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教授
李雪峰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飞行部 737 机队 C 类教员，
中国民用航
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
符小琴（女，黎族） 海南省农垦五
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茶叶加工技
术员

重庆
毛相林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王祥生（土家族） 重庆市石柱县中
益乡华溪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李玉珍（女） 重庆市江北区离休干
部、区委老干部局改制企业离休干部党
支部书记
杨浪浪（女）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党
委书记、
校长
张杰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单轨道岔车
间党支部书记、维保部副经理，张杰技能
大师工作室负责人
谢兰（女）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街道
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傅山祥 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香
炉山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罗旦华 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交通
巡逻警察支队秩序大队一级警长

四川
胡仁宇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
长、
高级科学顾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
倪润峰 原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
翟婉明 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
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传健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飞行师
其美多吉（藏族） 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四川省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邮运驾
驶组组长
曹世如（女）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张崇鱼 四川省巴中市川陕苏区将
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
杨正林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
陈望慧（女，藏族） 四川省小金县
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刘骥（女） 四川省凉山州农业农村
局机关党委书记，喜德县红莫镇特火村
第一书记
吴怡（回族）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研究所副所长
王丛林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
委副书记、
院长
高拴廷 四川省南部福康供水有限
责任公司管道安装工
陈界安 四川省广安市公安局网安
支队政委
张光辉 四川达钢集团达兴能源公
司化工研究所所长
吴诗华 四川省长宁县司法局硐底
司法所所长
王钦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白朝乡
观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广元市
恒昌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伍万银 四川省洪雅县瓦屋山镇沙
湾小学退休教师
唐平 四川厚裕粮油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仓储管理部部长

刘芳（女）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
三中学教师
苏日新（女） 江南机电设计研究所
党委副书记、
所长
杨宗麟（苗族） 贵州省铜仁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一级警长
李胜 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兼总经理
冷朝刚（苗族） 贵州省思南县塘头
镇青杠坝村党支部书记
张林昌（苗族）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贵州省锦屏县启蒙支局乡邮投递员

云南
肖之东 云南省公安厅警令部办公
室机要科原科长、
一级警督
李娜倮（女，拉祜族） 云南省普洱
市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陈景 云南大学研究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
农加贵（壮族） 云南省广南县莲城
镇北宁中心学校落松地小学教师
郑兆瑞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民
警、
二级警司
李桂科（白族） 云南省洱源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
周全国 云南省瑞丽市勐卯镇兴安
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代建荣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新萌
学校党支部副书记
董永山 云南省曲靖市消防救援支
队紫云路特勤站一级消防长
吴长碧（女） 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省
昭通彝良供电公司职工，
云南省彝良县牛
街镇水田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
桑南才（傈僳族） 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云南省怒江州分公司泸水市称杆
乡邮政所所长

西藏
尼玛扎西（藏族） 西藏自治区农牧
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
院长
李万智 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
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阿里联网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郭林海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干
部保健局副局长
拉琼（藏族） 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
科学系教授
小达娃（藏族）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柳梧新区公安局政委、拉萨火车站站前
派出所教导员、
四级高级警长

陕西
朱显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研究
员，
中国科学院原院士
侯生福 陕西省洛川县政协原副
主席
李殿荣 原陕西省农垦科教中心名
誉主任、农艺师、研究员，陕西省杂交油
菜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研究员
路生梅（女） 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
原副院长
王排 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巡特
警大队副大队长、
三级警长
张淑珍（女） 陕西省原商南县茶业
站站长，
商洛市茶叶研究所名誉所长
赵明翠（女）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陕西省石泉县分公司乡邮投递员
张莲莲（女）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金明街道东营村村民
文虎 西安科技大学教授、科技处
处长
李云南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
镇马咀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甘肃
任继周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
院教授、
名誉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闫桂珍（女，满族） 甘肃省嘉峪关
市酒钢三中教师
刘粉梅（女） 甘肃省陇南市商务局
党组成员、
副局长，
市电子商务发展局局长
张延堂 甘肃省古浪县干城乡富民
新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郭占忠 甘肃省临夏县农业农村局
党组副书记、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李敏刚 甘肃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
痕迹检验技术支队支队长、警务技术三
级主任
王玲（女） 甘肃省兰州市第五医院
护理部副主任
牛文斗 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党委委员、主任医师、教授，宁夏医科大
学名誉校长
曹有龙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
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所长
杨凤鹏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自
然资源局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林
业工程师

新疆
拉齐尼·巴依卡（塔吉克族）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原护边员
吐尔洪·吾买尔（维吾尔族）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公安局一级高级
警长，
皮山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
刘守仁 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
长、
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库尔班·尼亚孜（维吾尔族）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
语言小学校长
依明江·吐来克（维吾尔族）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公安局技术侦察
支队政委、
二级高级警长
刘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水
利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四级调研员
阿 力 甫 江·斯 拉 吉 丁（维 吾 尔 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文教分局）三大队副
大队长、
二级警长
帕 夏 古 丽·克 热 木（女 ，柯 尔 克 孜
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膘尔托
阔依乡阿合奇村村民
马军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
185 团 4 连职工
居马泰·俄白克（哈萨克族）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牧业包扎得尔库
克苏温泉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甫尔布（蒙古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呼尔图村党支
部书记
于湘友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重症医学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

中央和国家机关
方智远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原党委书记、
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玉友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涉爆
案件侦查技术处处长、
二级警务技术总监
唐菊兴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
罗德隆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
执行中心主任
傅玉慧（女）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
十三审查调查室综合处副处长
金常政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
副总编辑（离休）

国资委
陈定昌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科技委原高级顾问，
中国科学院原院士
伏喜胜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润滑油公司企业一级技术专家
王中美（女）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中铁工业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心实验室电焊工
郝振山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
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周广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首席科学家，坦克传动国防科技重点
实验室主任
刘昆（女）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医药医疗健康事业部党
支部书记、
总经理、
协同发展部总经理
王伟胜 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新能源研究
中心党委副书记、
主任
王振平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科威特分公司
执行副总经理
赵光普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
委副主任
郜时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

金融系统

赵生秀（女） 青海省人民医院主任
护师，
青海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挂职）
罗日盖（藏族） 青海省达日县自然
资源局林业和草原站站长
刘万平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中心主任助理、
研究室主任
周全中 青海省海东市第一中学党
总支副书记、
教师

龚浩成 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
行党组书记、行长，原国家外汇管理局上
海分局局长
徐小平 中国银保监会绍兴监管分
局党委书记、
局长、
一级调研员
李鹏（女） 中国工商银行新疆乌鲁
木齐新民路支行副行长
步同良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聊城茌
平支行高级副经理
达贵（藏族） 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办公室主任
程亮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营业室副经理
曲亮 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兼北京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
李二国（女）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保定阜平支公司党支部
书记、
经理

贵州

宁夏

民航系统

李桂莲（女）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
原名誉院长
梁贵友（布依族） 贵州医科大学党
委书记、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
学重点实验室（贵州医科大学天然产物
化学重点实验室）党委书记

何季麟 原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西北稀有金
属材料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识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原
总工程师
陈树兰（女） 原宁夏医学院院长、

吕浩 民航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
局湖北分局办公室主任

青海

铁路系统
李东晓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怀柔北机务段党委书记、
副段长

李向前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洛阳机务段宝丰检修车间内燃机车
钳工
起明（彝族）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
有限公司广通工电段电务维修技术中心
电子设备专修队党支部书记、
队长
胡叙洪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
董宏涛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西安动车段检修车间动车组机械师
薛军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机务段济南动车车间动车组司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袁光兰 河北省邢台军分区原正师
职顾问（离休）
王永志 原总装备部“921”工程高
级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富国 南部战区陆军扫雷排爆大
队二队二中队四级军士长
黄丑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 81255
部队副师职巡视员
祁发宝 中国人民解放军 69316 部
队部队长
钱七虎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
学国防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新成 军队某研究所正高级工
程师
乔 莎 莎（女）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75833 部队高级工程师
郭金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 92330 部
队 81 分队电工技师
曹先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 92329 部
队参谋长
王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655 部队
参谋长
李应红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
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沙 子 呷（彝 族）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96781 部队 60 分队分队长兼助理工程师
刘洋（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航天员
蔡红霞（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
四医院精神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李文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教授
徐炜遐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研究员
郑明岗 武警部队陕西省总队咸阳
支队执勤三大队执勤八中队班长
王占军 武警部队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某大队大队长

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300 名）
北京
陈炎顺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殷金凤（女）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
街道呼家楼北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邢卫兵 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
炭厂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陶汪来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党
委书记、
校长
见国繁（女）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
院党委书记
韩青（女）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街
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书记
曹国东 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展览路街道所党支部书记、
所长

天津
赵亮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党
委书记、
董事长
王立新 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党
委书记
张丽（女） 天津市河东区二号桥街
道陶然庭苑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李广丞（满族） 天津市宁河区廉庄
镇西岳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田朝光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
技术研究所系统微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书记、
研究员

河北
贾利民 河北省兴隆县教育和体育
局党组成员，六道河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
魏立华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裁
侯二河 河北省武安市淑村镇白沙
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
石炳启 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机关
副师职军官，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王焕荣（女）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杨庄乡西高庄村党总支书记
李志刚 河北省滦南县姚王庄镇李
营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周慧霞（女）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
区燕山大街街道办事处一级科员，天洋
新城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刘树马 河北省霸州市信安镇人民
政府一级科员，仁义街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魏瑞敏（女）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调研员，直属机
关工会主席
魏岭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部长
魏兴波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
连分公司宝力格采油作业区采油班党支

部书记、
采油一班副班长
韩宏升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董事长
魏海金 金沙河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

山西
刘桂珍（女） 山西省代县峪口镇段
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郭凤莲（女）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
大寨村党总支书记
雷茂端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三路
里镇沟东村党支部书记
崔永明（女）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
延安南路街道淮海社区党委书记
张铮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太长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李俊文 山西省泽州县巴公镇党委
书记
王晋刚 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关村
党支部书记
吴志花（女） 山西省怀仁市海北头
乡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同仁家
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时静（女，满族） 山西省大同市第
三人民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内蒙古
吴秀凤（女）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昆都仑区黄河西路街道友谊 19 号街坊
第四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米吉格道尔吉（蒙古族） 内蒙古自
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
党支部书记、
嘎查达（村委会主任）
朝勒孟（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四
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格日勒图雅嘎查
党支部书记、
嘎查达（村委会主任）
徐惠娟（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罕山白绒山羊种羊场党支部书记
张继新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陕
坝镇中南渠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内蒙古旭一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锦
后旗丰源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智（女）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总支书记、
常务副院长

辽宁
胡静琴（女） 沈阳市和平区南湖街
道文安路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徐恩惠 盘锦新世纪交通救援施救
有限公司党支部第一书记、
经理
丁仁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
教授
吴振华（女）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
和平街道雷锋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夏志国 朝阳环境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王明荣（满族） 辽宁省丹东市第十
九中学党总支书记、
校长
张庆年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于寺镇官营子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吴建新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兼总务部部长、创业园事业
部部长
纪主人 辽宁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
董事长
刘树来（满族） 辽宁省葫芦岛军民
融合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
于丽萍（女）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
税务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党委副书记、机
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吉林
林青远 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合隆镇陈家店村党委第一
书记
李林森 吉林省舒兰市天德乡三梁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刘海峰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
院长
初继仁 吉林省原辽源市钢管总厂
党委书记，辽源市西安区仙城街道仙城
社区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
柏连福 吉林省抚松县仙人桥镇黄
家崴子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许晶宇（女） 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
锦华派出所党支部副书记、教导员、三级
警长、
三级警督

黑龙江
郝丽影（女） 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
街道抚顺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玉祥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沈淼（女） 黑龙江省嫩江市联兴乡
党委书记
韩波（女）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党委企业党建指导员
佟秀莲（女）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
区河东路街道锦绣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文竹（女）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北极流动党员驿站党
支部书记、
站长
唐卉（女，满族） 哈电集团哈尔滨
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辅机容器设计开发
部党支部书记
李雪莹（女）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
第三油矿中四采油队党支部书记
王宝霞（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
区街里街道中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