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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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4 版）

孔维琴（女） 花溪区委办公室

党支部组织委员

白明波 花溪区委组织部党支部

宣传委员

岑冬慧（女、布依族） 花溪区青

岩卫生院党支部宣传委员、 办公

室主任

李裕婷（女、穿青人） 花溪区政

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纪检委员、

综合科科长

车 荣 花溪区政协机关党支部

书记

（五）乌当区

张俊妍（女） 乌当区新堡布依

族乡党委书记

周 敬 乌当区羊昌镇甲岗村党

支部书记

梁 材 贵州五福坊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会秘书、

工会主席

夏 雪（女） 乌当区教育局新

天校务委员会总支副书记、 工会

主席

罗跃敏（女、布依族） 乌当区新

场镇大坝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

会主任

胡 璇 （女） 乌当区高新路

街道新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

会主任

陈武秀（女） 乌当区委老干部

局四级主任科员

杨荣松 乌当区水田镇瓮蓬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付亚欧 乌当区财政局党总支部

组织委员

叶开英（女） 乌当区观溪路街

道环溪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

王欣欣（女） 乌当区政府办干

部人事科（机关党办）科长

王晓霞（女） 乌当区新创路街

道办事处机关党支部书记

刘安明 乌当区龙广路街道办事

处党政办公室负责人

（六）白云区

杨增雄 白云区艳山红镇程官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袁国科 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石

龙村第一书记， 白云区财政局基

层财政局局长

杨正春（女） 白云区大山洞街

道党工委书记

曾 嵘（女） 贵阳市公安局塔

山分局东区派出所民警

张文全 贵州吉利发动机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刘才江 白云区都拉乡黑石头村

党支部书记

陆明清（女） 白云区云城街道

金融北城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云城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李 婕（女、满族） 白云区云城

街道金融北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罗 芬（女、侗族） 白云区妇幼

保健院党支部书记、综合科科长

王婧璇 （女） 白云区融媒体中

心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

仲洪祥 白云区麦架镇麦架村党

支部书记

徐 静 （女） 白云区委政法委

机关支部书记、政法委委员、政工

科科长

吴学珍（女） 白云区泉湖街道

机关党支部书记、党政办负责人

（七）观山湖区

袁 琴（女） 观山湖区金阳街

道金元社区党总支书记、 社区居

委会主任

陈秀英（女） 观山湖区金阳街

道兴筑社区党支部书记、 社区居

委会主任

陈 冲 观山湖区华润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陈桂英（女） 观山湖区金华园

街道珑玥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

会主任

陈 捷（女） 观山湖区人民检

察院党支部书记、政工科科长

张文敏（女） 观山湖区世纪城

小学党总支部书记、校长

胡 艳（女） 观山湖区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处党支部副书记、绿

化处副处长

吴丹云（女） 贵阳市公安局观

山湖分局金华园派出所党支部书

记、所长

郑守书 观山湖区长岭街道党工

委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文 霞（女） 观山湖区直机关

工委综合科科长

邢桂艳（女） 观山湖区世纪城

第十三社区党支部书记、 社区居

委会主任

董艳芳（女） 观山湖区宾阳街

道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晓惠（女） 观山湖区会展城

第一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赵仕海 贵阳市德华学校党支部

组织委员、校长

（八）清镇市

梁志伟（苗族） 清镇市红枫湖

镇白泥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余 波 清镇市站街镇人民政府

党建办科员

罗 英（女） 清镇市卫城镇人

民政府党政办负责人

李 霞（女） 清镇市犁倭镇老

院村党支部书记

犹光辅 清镇市暗流镇矿山村第

一书记、 清镇市人社局党委办公

室主任

黄 雷（土家族） 清镇市委组

织部组织二科（非公有制企业和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科）科长

马 婕（女） 清镇市红枫湖镇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赵华群（女、白族） 清镇市王

庄乡机关支部副书记

冯 梅（女、仡佬族） 清镇市

麦格苗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党政

办、党建办负责人

余 婧（女） 清镇市青龙山街

道办事处党建办负责人

刘 佳（女、满族） 贵阳海螺

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支

部书记、党群办副主任

唐振梅（女） 清镇市机关幼儿

园党支部副书记

杨 雪（女） 清镇市直机关工

委党支部组织委员， 机关工委党

员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韩贤明 清镇市公安局政工室工

作人员

焦 梅（女） 清镇市巢凤街道

水晶西部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九）修文县

杨 丹（女） 修文县扎佐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

熊玉菊（女） 修文县六广镇龙

窝村党支部书记

粟 聪 修文县委办公室党支

部组织委员， 县委办公室综合科

负责人

蒋定超 修文中学第二党支部

书记

杜文钊（土家族） 贵阳富之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孟天荣 修文县洒坪镇东庄村党

支部书记、洒坪镇国土所所长

祝 琼（女） 修文县政法委机

关和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副书记

胡海洋 贵州贵酒集团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赵明尧 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农

口党支部组织委员、 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负责人

雷 洲 修文县六屯镇机关第三

党支部组织委员， 六屯镇计生协

会专职会长

李根利（布依族） 修文县大石

乡红寨村党支部书记

王 锦 修文县国投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

李 鑫（布依族） 修文县文旅

局机关和文化体育社会组织联合

党支部副书记

李兴祥 修文县委组织部机关党

支部副书记

（十）息烽县

邹华军 息烽县温泉镇党委书记

刘福海 息烽县石硐镇党委书记

唐德坤（苗族） 息烽县永靖镇

安马村党支部书记

刘 静（女） 息烽县西山镇林

丰村党支部书记

毛福萍（女） 息烽县小寨坝镇

工作人员

赵 丽（女） 息烽县政府办党

支部组织委员

倪 熊 息烽县公安局刑侦党支

部宣传委员

程 诚 息烽县财政局机关支部

纪律委员

周代敏（女、黎族） 息烽县养

龙司镇党委书记、 人民武装部政

治教导员

周翻翻 息烽县九庄镇党委专职

副书记

缪 靓（女） 息烽县养龙司镇

组织委员

林 燕（女） 息烽县委统战部

党支部纪检委员

（十一）开阳县

唐玉军 开阳县宅吉乡党委书记

周 航 开阳县花梨镇党委书记

于 铭 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

乡田冲村党支部书记

邱彦伟 开阳县委督办督查局党

组书记、局长

刘 勇 开阳县高寨苗族布依族

乡久场村党支部书记

谌红亚（女） 开阳县禾丰布依

族苗族乡党委书记

徐尚琦 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

乡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 霞（女） 开阳县紫兴幼儿

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徐 莉 开阳县党代表联络服务

中心副主任、 县委组织部组织科

负责人

王 松 开阳县金中镇党委书记

王 青 开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党建办负责人

潘官军 开阳县紫兴街道东湖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朱凤钦（女） 开阳县硒城街道

干田坝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

主任

但鸿瑶 开阳县南龙乡翁朵村党

支部书记

吴 斌 开阳县紫兴街道东湖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

袁福洪 开阳县云开街道新世纪

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十二）高新开发区

胡正森 贵州海宇建设工程发展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股东

戴正立 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肖 雄 贵阳国家高新区组织与

人力资源部机关党支部纪律委

员、党建办副主任

龙 君（苗族） 贵州绿建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

王怡勇 贵阳国家高新区贵州大数

据城管理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贾 龙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十三）经济技术开发区

李 超 贵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大巡处党支部书记、

巡逻（特警）大队大队长

彭 昕（女、白族） 贵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组织和人力资源部主

体办（党建办）负责人

徐红群（女） 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商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谢乃花（女） 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产业发展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党总支组织委员、 党建

工作部部长

杨 菲（女、侗族） 贵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办

公室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招商

服务部副股级干部

（十四）贵阳综保区

付 勇 贵阳综合保税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办主任

黄德旭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综合

保税区税务局办公室负责人

（十五）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姜秋芳（女） 南明区见龙路居

委会党支部书记

凌 辉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党工委政治部党建处工作人员

吴涛玲（女、苗族） 贵州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经济发展贸易局综

合处工作人员

熊光慧（女、苗族） 贵州双龙

航空港开投集团机关第一党支部

书记、党政办公室主任

安 海（土家族） 贵州双龙航

空港经济区政法与群众工作局党

支部宣传委员、综合处负责人

李万莲（女） 贵州吉源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十六）市直机关工委

杭 丁 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陈 洁（女） 市纪委市监委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唐 慧（女、苗族） 市生态环

境局直属机关纪委副书记

易遵超（女） 中关村贵阳科技

园创新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委员

龚金蕾 市督办督查局党支部

组织委员、 督查三处二级主任

科员

覃 雪 （女） 市公安局公交

（轨道）分局办公室民警

赵 菲（女） 市民政局机关第

二党支部书记、人事处（机关党

办）处长

欧阳锡柳（侗族） 市司法局直

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直属机

关纪委书记

彭 勇 市交委直属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

冉隆勋 市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

单位第五党支部书记、 果树技术

推广站站长

蒋俊秋 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办公室主任、离退休第二党支部

书记

王 强（布依族） 市公共资

源交 易中 心 机 关 党 支 部 副 书

记、组织委员，交易管理一处副

处长

王站峰 市服务职工中心党支部

书记、副主任

苏世林 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组

织委员、纪检委员，办公室副主任

（十七）市委教育工委

袁 雨（女、苗族） 贵阳市六

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

顾 睿（白族） 贵阳市第一中

学党政办副主任

潘 琴（女） 贵阳市中心实验

幼儿园党政办主任、 贵安分园执

行园长

陈 刚 贵阳市第五中学第一党

支部书记、党政办副主任

张 炜（女） 贵阳市第三十一

中学（贵阳市经济贸易中等专业

学校）党支部委员

李正刚 贵阳市第九中学党政办

副主任

（十八）市国资委

张玉石（土家族） 贵州筑城恒

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执行董事、贵阳市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潘维娜（女） 贵阳市大南一所

房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孟 苏（女） 贵阳市农业农垦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支

部书记、党建办副主任

杨 彪 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

金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 光（女） 贵阳市工商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

部部长

兰 芳（女） 贵阳投资控股集

团党委办公室 （党群工作部）主

任、人力资源部部长

何 燕（女、土家族） 贵阳鸿

源燃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

王晓晔（女） 贵阳地铁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兼总经理

周永瑜（女） 贵阳市惠民民生

农副产品经营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负责人、惠民民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蒋 瑜 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

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执行

董事

刘 恋（女） 贵阳投资集团宏

资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 青（女） 贵阳市城市发展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关第二

支部宣传委员、组织人资部（目

标办）主管

殷光荣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子午胎综合第三党支部

书记

（十九）贵阳学院

张 艳（女） 贵阳学院科技处

党支部书记 、处长

田 梅（女） 贵阳学院党委办

公室副主任

汪 菊（女） 贵阳学院法学院

学生党支部书记、专职组织员

郭光明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

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二十）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明龙（侗族） 贵阳职业技术

学院装备制造分院党总支书记

王治强（土家族） 贵阳职业技

术学院轨道分院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二十一）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远梅（女） 贵阳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与早期教育

系党总支副书记

袁志岭（女） 贵阳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社会工作系综合

科科长

（二十二）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雷攀全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行

政第一党支部宣传兼纪检委员、

党委办公室秘书科长

何 睿（女） 贵阳护理职业学

院卫生管理系教师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

（二十三）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龙全波（瑶族） 贵州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直属机关第三党支部书

记、学生处副处长

黄小敏（女） 贵州电子科技职

业学院直属机关第二党支部副书

记兼组织委员、 规划财务处副科

级干部

（二十四）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袁 倩（女） 贵阳孔学堂文化

传播中心办公室行政科负责人

三、 全市先进基层

党组织（229 个）

（一）贵安新区

贵安新区湖潮苗族布依族乡车田

村党支部

贵安新区马场镇滥坝村党支部

贵安新区党武镇党委

贵安新区纪监工委党支部

贵州贵安新区办公室机关党委

贵安综保区机关党支部

贵州贵安市政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公共事业部党支部

贵安新区税务局第九党支部

贵安新区消防救援支队花燕路消

防救援站党支部

贵州白山云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贵安新区党武镇党武中心完小党

支部

贵安新区马场镇四村党支部

贵安新区党武镇摆牛村党支部

贵安新区开投公司直属机关党群

党支部

贵安新区党武镇龙山村党支部

（二）云岩区

云岩区文昌阁街道党工委

贵阳市第二实验中学第三党支部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

支部

云岩区大营路街道乌江怡苑社区

党支部

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东路

分局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党支部

云岩区三桥路街道帝景社区党支部

云岩区委宣传部文联联合党支部

云岩区黔灵镇茶店村党总支部

云岩区头桥街道黄金社区党支部

云岩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云岩区八鸽岩街道云岩街社区党

支部

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贵乌路派

出所党支部

云岩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党支部

云岩区渔安街道机关党支部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云岩分局党

支部

（三）南明区

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南明区南明小学党总支部

南明区纪委区监委机关党委

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南明区教育局党委

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党支部

南明区司法局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南明区税务

局党委

贵阳南明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机关党支部

南明区云关乡党委

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巡逻（特

警）大队党总支网格党支部

南明区西湖路街道党工委

贵州云图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党支部

南明区小车河街道花都社区党

支部

南明区中曹司街道幸福小区第二

社区党支部

南明区妇幼保健院党委

（四）花溪区

花溪区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党

支部

花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党

支部

花溪区溪北街道溪北社区党总

支部

贵州十和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

花溪区孟关苗族布依族乡改貌村

党支部

花溪区黄河路街道万科社区党总

支部

贵阳闽达钢铁有限公司党支部

花溪区委办公室党支部

花溪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支部

花溪区纪委区监委机关党总支部

花溪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党支部

花溪区高坡苗族乡党委

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指挥中心

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花溪区税务

局第五党支部

花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党支部

花溪区石板镇合朋村党支部

花溪区金筑街道机关党支部

（五）乌当区

乌当区新光路街道新光社区生活

桥小区党支部

乌当区东风镇云锦尚城社区党

支部

乌当区百宜镇拐比村党支部

贵州福万康康复医院党支部

乌当区直属机关组织部党支部

乌当区新天一小党支部

乌当区下坝镇谷金村党支部

贵阳市乌当区金江苑社区党委

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王岗村党

支部

乌当区龙广路街道新云社区党总

支部

乌当区卫生健康局党委

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党支部

乌当区新创路街道新业社区党总

支部

（六）白云区

白云区云城街道金融北城社区党

支部

白云区大山洞派出所党支部

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党总支部

贵州华科铝材料工程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党支部

白云城投集团机关党支部

白云区艳山红镇摆拢村党支部

白云区龚家寨街道金北社区党总

支部

白云区都拉营街道广场社区党

支部

白云区第一高级中学行政后勤党

支部

白云区贵州现代幼教集团党支部

（七）观山湖区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观山社区党

支部

观山湖区世纪城明珠助老社党

支部

观山湖区金华镇何官村党支部

观山湖区朱昌镇长冲村党支部

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观山湖区税

务局机关党委

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第十二社区

党支部

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党总

支部

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金徽社区党

支部

贵阳观山湖投资（集团）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党工委

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党

支部

观山湖区商贸物流集聚服务中心

机关党支部

观山湖区信访局党支部

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党工委

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刑侦大

队党支部

（八）清镇市

清镇市人民检察院机关第二党

支部

清镇市卫城镇永乐村党支部

清镇市流长苗族乡油菜村党支部

清镇市王庄乡簸涌村党支部

清镇市麦格苗族布依族乡观游村

党支部

清镇市青龙山街道明珠社区党

支部

清镇市融媒体中心党支部

清镇市公安局犁倭派出所党支部

清镇市贵州广大城投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党支部

清镇市农业农村局第一党支部

清镇市应急管理局党支部

清镇市贵州广铝有限公司党支部

清镇市湖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党支部

清镇市犁倭镇茅草村党支部

（九）修文县

修文县龙场街道龙潭社区党支部

修文县久长街道清江村党支部

修文县公安局龙场派出所党支部

修文县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

修文县第一中学党支部

修文县阳明洞街道马家桥村党支部

贵州富之源集团党支部

修文县直属机关工委党支部

修文县六桶镇坪山村党支部

修文县百信医院联合党支部

修文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系统党

支部

修文县六广镇元庆村党支部

修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党

支部

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石林村党

支部

修文县小箐镇党委

（十）息烽县

息烽县养龙司镇堡子村党支部

息烽县永阳街道猫洞村党支部

息烽县鹿窝镇党委

息烽县青山苗族乡大林村党支部

息烽县直机关工委

息烽县人民检察院党支部

息烽县委组织部党支部

息烽县委办公室党支部

息烽县人民医院行政党支部

息烽县乌江复旦学校小学部党

支部

息烽县农业农村局机关综合党

支部

息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永靖分局

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息烽县税务局机关

第一党支部

（十一）开阳县

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田冲村

党支部

开阳县高寨苗族布依族乡久场村

党支部

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乡党委

开阳县云开街道马头寨社区党

支部

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

开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总支部

开阳县第一小学党支部

开阳县冯三镇卫生院党支部

开阳县医疗保障局党支部

开阳县法院离退休党支部

开阳县硒城街道老年义务除陋队

党支部

开阳县永温镇党委

开阳县金中镇寨子村党支部

开阳县双流镇凉水井村党支部

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乡毛家院

村党支部

开阳县永温镇双合村党支部

开阳县人民医院党委

（十二）高新开发区

贵州力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

支部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

支部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

业发展局机关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机关党支部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贵州绿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

（十三）经济技术开发区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

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第六党支部

贵阳数安汇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党总支部

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机关党支部

（十四）贵阳综保区

贵阳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 （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

贵阳综合保税区财政金融局机关

党支部

（十五）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南明区小碧布依族苗族乡甘庄村

党支部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社会事业

发展局党支部

贵州双龙航空港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税务局第一党支部

（十六）市直机关工委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机关第一党

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机关

党委

贵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第一党支部

贵阳市委办公厅机关第二党支部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

贵阳市委组织部第七党支部

贵阳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

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党支部

贵阳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机关

党支部

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直属机

关党委

上海中联（贵阳）律师事务所党

支部

贵阳市财政局直属机关党委

贵阳市民政局社会第二福利院党

支部

贵阳市劳动保障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党支部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党委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机关

党委

开阳县烟草分公司龙岗烟草站党

支部

（十七）市委教育工委

贵阳市第一中学党委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党总支部

贵阳市第六中学党委

贵阳市中心实验幼儿园党总支部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第三党支部

贵阳市第十二中学第三党支部

（十八）市国资委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子午

胎综合第三党支部

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

贵阳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材

产业分公司党支部

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党支部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

贵州天河潭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党

支部

贵阳农投惠民生鲜经营有限公司

党支部

贵阳险峰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铸锻

党支部

贵阳燃气高压管网分公司党支部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党委

贵阳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十九）贵阳学院

贵阳学院委员会后勤管理处党

支部

贵阳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党委

贵阳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学

生党支部

（二十）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装备制造分院

党总支部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党支部

（二十一）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

系学生党支部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

工作系党总支部

（二十二）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党委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医学技术系党

总支部

（二十三）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机械工程

系教工党支部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计算机与

大数据系党总支部

（二十四）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第

三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