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全市优秀共产

党员（232 名）

（一）贵安新区

赵田径（女） 贵安新区湖潮乡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

丁习跃 贵安综保区企业服务中

心综合科副科长， 党武镇曹家庄

村驻村干部

张 辉（土家族） 贵安新区公

安局网安支队支队长

唐学锋（苗族） 贵安新区党工

委组织人事部工作员

刘 馨（女） 贵安金融投资有

限公司业务发展部部长

张忠平 贵安新区湖潮乡车田村

村委会主任

王娅雄 贵安新区马场镇财政分

局副局长

何显强（彝族） 贵安新区湖潮

乡星湖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金贵 贵安新区高峰镇扶贫办

负责人

李友惠（女、苗族） 贵安新区高

峰镇高峰中心小学副校长

罗国泰（布依族） 贵安新区党

武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冉 松（土家族） 贵安新区马

场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顺林 贵安市政园林景观有限

公司城市运维部副部长

王朝松（布依族） 贵安新区马

场镇平阳村党支部书记

（二）云岩区

沈代红（女） 云岩区黔灵东路

街道陕西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张江萍（女、侗族） 云岩区卫生

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承伟（女） 云岩区省府路小

学教师

邓 敏（女） 云岩区公安分局

三桥派出所民警

赵小红 云岩区城市综合行政执

法三大队副大队长

周 娟（女） 云岩区三桥路街

道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

曹 静（女） 云岩区政府办党

组成员、副主任（兼），商务局党

委副书记、副局长，投资促进局党

组书记、局长（兼）

邓 敏（女） 云岩区盐务街街

道扁井社区党支部书记

黄 丹（女） 国药控股贵州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

吴 晓 云岩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袁晓雯（女） 云岩区政府办党

组成员、副主任（兼），统计局党

组书记、局长

金纯一��云岩区杨惠街道原党工

委委员、 事业单位副科级干部

（追授）

帅德慧（女） 云岩区人民检察

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邓 炯 云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

保中心主任

薛 昊 云岩区司法局公共法律

服务管理科副科长

吴 中 云岩区人民法院员额

法官

（三）南明区

胡定丽（女） 南明区后巢乡朝

阳村党支部书记

曹凤英（女、布依族） 南明区南

明小学总支副书记、校长

左联燕（女） 南明区农业农村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俊雷 南明区税务局花果园税

务分局副局长

刘 玉（女） 南明区人民检察

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

钟 黎（女） 南明区妇幼保健

院儿童保健科副科长

张义梅（女） 南明区司法局党

委委员、政工科科长

沈 帅 南明区人民法院员额

法官

陈振洁（苗族） 南明区人民政

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孙金群（女） 南明区云关乡卫

生院工作人员

张 冲（土家族） 南明区纪委

区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林 尼 南明区城市综合行政执

法三大队新华中队中队长

王玉珍（女） 南明区县级退休

干部党支部副书记

徐明凤（女） 南明区小车河街

道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

黄 玮 南明区太慈桥街道党工

委委员、综治服务中心主任

（四）花溪区

杨 刚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余 滨 贵州十和田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黄兴翠（女） 花溪区卫生健康

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晓虎（彝族） 花溪区燕楼镇党

委书记

颜庆岩 贵阳中电环保发电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谢 梅（女） 花溪区清溪街道

党工委书记

陈莎莎（女、布依族） 花溪区青

岩镇龙井村第一书记， 花溪区民

宗局办公室负责人

曾喜珍（女） 花溪区麦坪镇麦

坪村村民

张 龙 花溪区平桥街道党政办

主任、团工委书记

高应芬（女） 花溪区阳光妈妈

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严 敏（女） 贵阳城南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

康玉梅（女） 贵阳市清华中学

第四党支部书记、教师

胡流冰川（女） 花溪区融媒体中

心采访部主任

叶 涛 花溪区就业局党支部副

书记，副局长

代 鹏 花溪区高坡乡大洪村第

一书记， 花溪区财政局投资评审

中心工作员

吴仕启（女） 花溪区马铃布依

族苗族乡扶贫工作站站长

刘 亚（布依族） 花溪区阳光

街道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

吴 丽（女） 花溪区司法局青

岩司法所负责人

（五）乌当区

马 豪 乌当区新天学校教师

王德生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设备工程部经理

张 振 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

新堡派出所民警

伍 锋 贵州飞龙雨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罗跃兰（女、布依族） 乌当区新

九学校小学教务主任

孙德良 乌当区谷庚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王攻武 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新

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旭东 乌当区水田镇三江村村

委会主任

周 丹 乌当区高新路街道春天

社区第一书记、 乌当区民政局工

作人员

唐应秀（女、苗族） 乌当区北衙

村监委会委员

查仕连（女、布依族） 乌当区偏

坡布依族乡党政办负责人

陈元丽（女、布依族） 乌当区新

场镇可龙村委会工作人员

徐务琴（女） 乌当区东风镇云

锦尚城社区党支部委员、 居委会

主任

（六）白云区

田玉梅（女） 白云区泉湖街道

蓝天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

主任

赵世荣（女） 白云区大山洞街

道办事处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书

记、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金利（女） 白云区云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

龙 刚 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

沙文派出所副所长

汤金涛（女） 白云区麦架镇小

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区政协办

公室行政后勤科负责人

王 静 白云区党代表联络服务

办公室主任

刘 冬 白云工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王崇益 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大

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兴波 白云区牛场乡石龙村驻

村干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白

云区税务局税政股副股长

李文生（苗族） 白云区大山洞

街道云晖社区居民

毛羽义 毛师傅余晖工作室党支

部书记

段 毅（女） 白云区龚家寨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

冷 东 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党

委委员、副乡长

（七）观山湖区

李 凡（女） 观山湖区金阳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

吕曾艳（女） 贵阳市公安局观

山湖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龙宪洪 观山湖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

马 冉（女、藏族） 观山湖区世

纪城街道第四社区党支部负责人

刘运东 观山湖区世纪颐和物业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

苏 飞 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三办

负责人

高 辰 观山湖区委党员干部现

代远程教育管理办公室课件开发

科副科长

吴升丽（女） 观山湖区卫生健

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贺 佳（布依族） 观山湖区百

花湖镇扶贫办主任

张德民 观山湖区外国语实验小

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谷廷兵 观山湖区金华镇下铺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班丛会（女、布依族） 观山湖区

百花湖镇下麦城党支部委员、妇

联主席

郑 波 观山湖区宾阳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副站长、 公共管理办

公室负责人

谷建刚 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邱国柱 观山湖区现代制造业产

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挂任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八）清镇市

方永康（穿青人） 清镇市红枫

湖镇人民政府林业站站长

杨高辉 清镇市犁倭镇红岩村第

一书记、 贵阳市商务局三级主任

科员

王光志 清镇市新店镇人民政府

城管办负责人

胡 燕（女、布依族） 清镇市王

庄布依族苗族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张 云（白族） 清镇市麦格苗

族布依族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副乡长

胡洪嘉 清镇市委组织部干部教

育科科长

高育兴（女、苗族） 清镇市流长

苗族乡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办负

责人

卢 春（女、穿青人） 清镇市第

二中学教育集团教师

朱先明 清镇市站街镇莲花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玲（女） 贵阳市生态环境

局清镇生态分局业务一科负责人

胡 萍（女） 清镇市卫城镇星

光村党支部书记

张红梅（女） 清镇市青龙山街

道红旗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 杨（女） 清镇市犁倭镇人

民政府四级主任科员

周毅星（女） 清镇市政府办公

室秘书七科负责人

袁小军 清镇市暗流镇纪委副

书记

（九）修文县

陈万兵 修文县谷堡镇党委书记

魏少校 修文县六桶镇水利站

站长

万雅文（女） 修文县六广镇新

明村支部副书记、驻村干部

邓维安 修文县扎佐街道党工委

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燕 华 修文县政府办公室党组

成员、副主任

彭红伟 修文县小箐镇党政办负

责人

宋秋菊（女） 修文县景阳街道

财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黄贾超 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科负责人

聂庆祥 修文县卫生健康局基层

卫生科负责人

马 东 修文县纪委监委派驻第

二纪检监察组副科级纪检监察员

刘 文（女） 修文县人民医院

护士

曾利荣（女） 国家税务总局修

文县税务局人事教育股副股长

王 发 修文县六桶镇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站站长

冯婷婷（女） 修文县公安局政

工室民警

蹇安婷（女） 修文县久长街道长

久社区党支部书记

（十）息烽县

涂真均 息烽县人民医院工作

人员

聂 霞（女） 息烽县小寨坝镇

纪委专职副书记

李坤燚 息烽县温泉镇科技宣教

文化信息统计服务中心主任

陈 娟（女、穿青人） 息烽县九

庄镇党政办负责人

牟 霞（女、土家族） 息烽县鹿

窝镇团委书记

周承喜（侗族） 息烽县巡察信

息中心工作人员

宋 江 息烽县流长镇宋家寨村

委会党支部书记

龙万林（苗族） 息烽县青山苗

族乡党政办负责人

刘春艳（女） 息烽县南门小学

党支部副书记

陈 前 息烽县西山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

杨光顺 息烽县永靖镇党委委

员、专职副书记

王文静（女） 息烽县永阳街道

永红村远教管理员

邱兴国 息烽县第二中学党总支

组织委员、第三支部书记

（十一）开阳县

陈虹池 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 贵州富硒农旅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毓飞 开阳县楠木渡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

梅可贤 开阳县花梨镇新山村第

一书记、 国家税务总局开阳县税

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胡月明 开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李 军 开阳县委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

陈 浪 开阳县硒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

熊 伟 开阳县纪委县监委委

员、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练晋廷 开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

于 洋 开阳县城乡 “三变” 改

革办公室主任

简 溢 开阳县人民政府政府办

公室秘书三科工作人员

严 晗 开阳县农业农村局农机

中心副主任， 开阳县高寨苗族布

依族乡党委副书记（挂职）

廖伦贵 贵州开阳川东化工有限

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

张 昊 开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副主任

毕 玉（女、黎族） 开阳县紫兴

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

杨小华 开阳县毛云乡鲁底村驻

村干部、 云岩区黔灵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一级科员

李再元 开阳成枭雨果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娟（女、布依族） 贵州黔城

地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开阳政亿商务代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十二）高新开发区

卢健全 贵阳国家高新区纪检监

察工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

兰海翔 贵州力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裁

周大鹏 贵阳国家高新区产业发

展局党支部书记、副局长

张 苒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党政办公室秘书一处处长

陈 伟 贵阳国家高新区社会事

务局市政管理处处长

陈 林 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艺师、 工艺工程部

部长

（十三）经济技术开发区

朱 鹤（女、回族） 贵州同济堂

制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兴华（布依族） 贵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副局长

肖 飞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政办公室一级科员

黎明杰 贵州工信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李 慧（女） 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投资评审中心（国有资产管

理中心）综合科科长

（十四）贵阳综保区

付 松 贵阳综合保税区政务服

务中心副主任

杨裕炳（侗族） 贵州易鲸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

（十五）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孔令翔（回族） 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工作

人员

姚文祥 南明区小碧布依族苗

族乡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赵 川 贵阳市公安局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分局龙洞堡派出所副

所长

杨春华（女） 贵州双龙航空港

经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

赵著梁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科、 信息科负

责人

（十六）市直机关工委

李景碧（女） 市委办公厅信息

综合室主任

毛永鸿（女） 市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二庭副庭长

刘 海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市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 处长

（主任）

任利刚 市发改委机关三支部副

书记、组织委员（兼）

曹 阳 市人大干部法律培训中

心办公室副主任

颜学文 市政协办公厅秘书处

处长

张 琳（女） 市委统战部四级

调研员

马吉祥 市关爱中心副主任

周瑜婵（女） 市人民检察院办

公室副主任

沈济泽（壮族） 市全面深化改

革数据服务中心副主任

何晓明（女、布依族） 市直机关

工委调研督查室主任

陈建丽（女） 市妇幼保健院急

诊—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

杨 欣（女） 市委党校办公室

一级科员

周 刚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业

务一科负责人

李惠君（女、布依族） 市审计局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

申时进 市信访局办公室副主任

孙 阳 市水务局供水及再生水

管理处副处长

（十七）市委教育工委

董 璇（女、布依族） 贵阳市第

六中学党政办主任

李 玮（女） 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任

李人瑛（女） 贵阳市第六中学

第三党支部组织委员

杨 华（女） 贵阳市第八中学

第二党支部书记

李宇涛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第

二党支部纪检委员

谭美金（女） 贵阳市第一中学

教学处主任

汪兴娅（女） 贵阳市第二中学

教师

汪 淼（女、苗族） 贵阳市第三

十一中学教师

（十八）市国资委

祁连康 贵阳城建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向宗义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赵晓娟（女、满族） 贵州商业储

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谭 卫 贵州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龙 涛（苗族） 贵阳险峰机床

有 限责 任公 司 金 加 工 党 支 部

书记

胡 娟（女） 贵阳环城高速公

路营运有限公司收费站党支部书

记、副站长

姜又阳 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贵州阳光产权

交易所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执行

董事、总经理，贵阳市科技金融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王 兼（苗族） 贵阳青岩古镇

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申 琨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总工程师

王伦月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建分党总

支工程党支部纪检委员、 建设分

公司机电工程部经理

袁朝勇 贵阳水务集团乌当水务

有限公司生产物资科科长

（十九）贵阳学院

熊姗姗（女） 贵阳学院体育学

院教师

黄 臻 贵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张春梅（女） 贵阳学院化学与

材料工程学院教师

宁 嵘（女） 贵阳学院校医院

院长

（二十）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陈 庆（女） 贵阳职业技术学

院财政经贸系教师

余永超（蒙古族） 清镇市沙田

村第一书记，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系教师

（二十一）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戴媛媛（女） 贵阳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贾胜华（苗族） 贵阳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人事部工作

人员

杨 宇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前与特殊教育系学生科

科长

（二十二）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陈仪坤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教务

处处长

张 宇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大健

康实训中心综合科科长

（二十三）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闫 佳（女） 贵州电子科技职

业学院直属机关第三党支部组织

委员、院团委干事

张 方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与大数据系教工党支部宣

传委员

（二十四）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滚 华（侗族） 贵阳孔学堂文

化传播中心科员

二、 全市优秀党务

工作者（225 名）

（一）贵安新区

罗小靖（侗族） 贵安新区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教育培训科副科

长， 贵安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

组织科负责人

付建伟 贵安综保区机关党支部

副书记， 贵安综合保税区企业服

务中心企业服务一科副科长

陈云伟 贵安建设集团养护公司

党支部书记， 贵州贵安路网养护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晓权 贵安新区税务局第二分

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游廷敏（女） 贵安新区党武镇

卫生计生党支部书记、 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妇联副主席

陈永超（布依族） 贵安新区湖

潮乡湖潮中心完小党支部书记

罗 星（彝族） 贵安新区马场

镇枫林村党支部书记

方思杰（穿青人） 贵安新区高

峰镇组织办负责人

余 强（蒙古族） 贵安新区办

公室第二党支部书记、 贵安新区

办公室秘书二室负责人、 贵安新

区政务服务中心督办科科长

赵 茜（女） 贵安新区党武镇

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 翁岗社

区服务中心主任， 计划生育协

会秘书长兼任贵州贵安新区党

武镇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夏 骁（土家族） 贵安新区开

投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建科工作

人员

代 轶（土家族） 贵安新区湖

潮乡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党政办副

主任

汪凌娟（女） 贵安金融投资有

限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 办公室

副主任

（二）云岩区

朱 林 云岩区黔灵镇党委书记

宗 华（女） 云岩区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宋玉英（女） 云岩区普陀路街

道和平社区党总支书记

周 雪（女） 云岩区大营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

陈明强（苗族） 云岩区纪委党

总支副书记、纪委常委，区监委委

员、办公室主任

罗 骏 云岩区文昌阁街道东山

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晓燕（女） 云岩区教育局机

关党建办负责人

端木礼红（女） 云岩区渔安街道

兹美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 莉（女） 云岩区水东路街

道金桂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恩韬 云岩区国控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

何 敏（女、仡佬族） 国家税务

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机关党

委主任

朱 静（女） 云岩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办公室副主任

袁 鸣 云岩区头桥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

王 萍（女） 云岩区毓秀路街

道基层党建办工作人员、 环兴社

区党支部书记

金 星（女） 云岩区金关街道

基层党建办主任

舒 琳（女） 云岩区市西河街

道平安巷社区党支部书记

徐 莉（女） 云岩区马王街道

金马社区党支部书记

熊启兰（女） 云岩区杨惠街道

基层党建办负责人

（三）南明区

陈华信 南明区云关乡红岩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田碧霞（女、土家族） 南明区花

果园街道遵义中路社区书记、居

委会主任

邓文乾（土家族） 南明区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

代秀英（女、土家族） 南明区兴

关路街道兴关路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赵守谋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南

明区税务局四级主办

向 军（女、土家族） 南明区五

里冲街道党工委书记、 武装部政

治教导员

郑 洁（仡佬族） 南明区信访

局局长

陈 叙（女） 南明区中华南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

艾承成 （女） 南明区城市综

合行政执法一大队党支部组织

委员

张 丽（女、土家族） 南明区油

榨街道蓑草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石 现（女） 南明区遵义路街

道党建服务中心（科技宣传文化

服务中心）主任

刘应华（女） 南明区湘雅街道

狮峰路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

主任

曾 璟 南明区司法局党委书

记、局长

魏玉蓉（女、布依族） 南明区二

戈街道松花巷社区党支部书记

杨秀珍（女） 南明区望城街道

陈庄坝社区党支部书记

邓宏玲（女） 南明区西湖路街道

党工委委员、党建服务中心主任

（四）花溪区

罗 军（土家） 贵阳市花溪区

高坡苗族乡党委书记

赵 蓉（女） 贵阳市花溪区青

岩镇党委书记

廖森杰（仡佬族） 花溪区燕楼

镇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工业园区

服务中心主任

曾 微（女） 花溪区久安乡吴

山村党支部副书记

赵 英（女） 花溪区黔陶布依

族苗族乡黔陶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唐茂华（女、苗族） 花溪区高坡

苗族乡党政办主任

张能源（侗族） 花溪区溪北街

道党建服务中心主任

张轶姝（女、土家族） 花溪区

纪委区监委机关党总支组织委

员、 第一党支部书记、 信访室

主任

张 立 花溪区人民法院机关党

委委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静波 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

银晖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卢秀蓉（女） 花溪区麦坪镇中

心完小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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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隆重热烈庆祝建党 100

周年，根据党中央、省委部署安

排 ，市委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全

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市优秀党

务 工作 者和 全 市 先 进 基 层 党

组织 。 按照市级开展党内荣誉

表彰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做好

全省 、全市“两优一先 ” 推荐

工作的通知》（筑组通〔2021〕

13 号）， 经贵安新区和市属各

党（工）委逐级推荐 、考 察审

查 、征求意见 、 综合审核等程

序 ， 差额提出了 232 名全市优

秀共产党员 （含追授 1 人）、

225 名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229 个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

表彰对象 （含全省 “两优一

先” 推荐对象） 。

为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

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

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

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18

日 。 如对 拟 表 彰 对 象 有 异 议

的， 请在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传

真、 来信来函等方式向市委组

织部反映。 反映问题要实事求

是 ， 客观公正。 为便于调查核

实， 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

事实或线索，并提供联系方式。

我们将严守保密纪律 ， 对反映

人的情况予以严格保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51）87987566、

87988649（传真）

电子邮箱：gyzz1c@163.com

� � � � 通讯地址：贵阳市观山湖

区市 级 行 政 中 心 市 委 组 织 部

组 织 一 处 （ 邮 政 编 码 ：

550081）

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

2021 年 6 月 10 日

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建议名单公示公告

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建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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