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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徽省优秀共产
党员拟表彰对象（200名）
合肥市

马毛姐（女） 原合肥市服装鞋帽工
业公司副经理，离休干部

丁玉书 肥东县店埠镇镇西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董增燕（女） 肥西县卫生健康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

孟凡余 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党支
部书记

贾敬斌 庐江县矾山镇石峡村党委
书记

刘 海 巢湖市交通局出租车行业
党支部副书记、雷锋车队队长

张迎宾 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一级警长

王 艳（女） 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
道小桥湾社区党委书记

武 斌 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街道
党工委书记

冯 璐（女） 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
党委书记、校长

周 雷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总监

张宝荣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主任

郭正谷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合肥邮
区中心局设备维护班班长

黎章胜 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七里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
淮北市

李跃文（女）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
院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法官

王士宏 濉溪县临涣镇茶馆调解中
心主任

孙 伟 淮北市人民医院医务处主
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行政主任

王海峰 淮北市驰方汽车出租有限
责任公司驾驶员

赵纯清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山西
村卫生室主任

刘红丽（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淮北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医卫分局局长

张 恒 淮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大队副大队长、三级警长

潘伟华（女） 淮北市传媒中心外宣
新闻部副主任
亳州市

王爱民 涡阳县石弓镇供销社原商
业部经理

张飞鹏 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一病区副护士长、薛阁分院护士长

武 亮 利辛县民政局救助管理站
负责人， 孙集镇刘营社区党总支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纪建立 亳州市谯城区淝河镇原正
科级干部

邵 强 蒙城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
员、规划项目室主任

李传杰 利辛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

李 明 亳州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

邵 镇 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机关党
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崔丽萍（女） 亳州学院教育系专职
辅导员

张 浩 涡阳县花沟镇乡村振兴工
作站站长

苗伟伟 蒙城繁枫真空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宿州市

王於昌 原萧县百货公司副经理
孙 浩 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中心小

学教师
张年亮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工作人员， 砀山县砀城镇林屯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厉恩重 灵璧县公安局特侦大队大
队长、警务技术三级主管

谢双磊 泗县美欣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技术部经理

廖志斌 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输电带
电作业班班长

刘 欣（女） 萧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级审判员、民事审判三庭庭长

武 玲（女）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宿
州医院（宿州市立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潘 卉（女） 泗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建 砀山县良梨镇党委书记
胡开明 灵璧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所长
朱德慧（女） 宿州市农业农村局植

保站副站长
刘 攀 北大附属宿州实验学校党

支部副书记、校长
蚌埠市

童俊杰 蚌埠市淮上区梅桥镇党委
副书记， 固镇县石湖乡陡沟村党总支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王长海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负责人

张德国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安徽生化管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王 珍（女） 蚌埠百货大楼有限责
任公司悦莱迪店长、内训师

丁海燕（女） 蚌埠市特殊教育中心
教师

洪 伟 五河县大新镇党委副书
记、 人大副主席， 郭府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汪 健（女）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第 214 研究所研发一部集团级科
技带头人

陈东君 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原大队长、二级警长

赵寒亚 蚌埠市纪委监委第七纪检
监察室主任

孟 凯 蚌埠市禹会区钓鱼台街道
喜迎门社区工作人员
阜阳市

王丽莉（女） 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场监管局局长、三级调研员

李忠民 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

胡玉玲（女） 颍上县应急管理局党
委委员、地震办主任

王 茹（女）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第
八检察部党支部书记、主任、四级高级检
察官

张殿坤 安徽金森源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连伟 安徽华享中药凉茶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李思泉 阜南县发展改革委原党组
书记、主任

赵子银 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维根 安徽颍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马具广 临泉县滑集镇党委委员 、
南杨小庄村党支部书记

曹 伟 界首高新区党工委委员 、
管委会副主任

葛春梅（女） 临泉第二中学教师
淮南市

徐中贵 寿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

陆 鑫 凤台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
监察室主任兼派驻乡镇第四纪检监察室
主任

曹学涛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口孜东矿固定队班长、首席技师

郑文卿 原淮南市公安局八公山分
局保安公司经理，八公山区山王镇“老娘
舅”人民调解小组成员

郑义强 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中心
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孙海防 淮南市潘集区卫生防疫和
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中心副主任

仇恒海 淮南市谢家集区卫生健康
委党委书记、主任

朱 明（女） 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
道居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晓卉（女）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十
七小学副校长

卜桂芝（女） 淮南赛力威机电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线缆分公司工程师

吕长明 安徽中沛置业集团生态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滁州市

严明友 定远县朱湾中学原教师
陈文斌 来安县雷官镇埝塘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肖 静（女） 滁州市看守所四大队

大队长、四级警长
陈发军 全椒县林业局造林绿化股

负责人、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
张俊远 凤阳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副护士长
刘 磊 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刘晓俊 滁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
曹士庆 明光市苏巷镇水利站原职

工，戴巷村党支部陆郢组党小组组长

杨 梅（女） 天长市广陵街道天福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张 跃 滁州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崔 彪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
郑吉媛（女） 滁州东菱电器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副总裁办公室经理
六安市

戴 清 霍邱县科技局原督导员
余家军 金寨县麻埠镇齐山村海岛

卫生站站长
韩庆玲（女） 霍邱县税务局三级主

办，宋店镇南北四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张 旭 皖西中学党总支书记 、副

校长
巴士卫 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党

委书记
孙 胜 霍山县与儿街镇山王河村

党总支书记
陈荣发 六安市永发新型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世海 霍山县下符桥镇扶贫和移

民工作站站长
童维新 金寨县三个农民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浪生 安徽过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
邓齐全 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财

政所所长
范世桃 舒城县公安局山七派出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
李继美 六安市叶集区史河街道史

河湾村第一党支部支委委员
马鞍山市

刘 霞 （女） 马鞍山市公交集团
“刘霞劳模创新工作室”主任、公交车驾
驶员

郑光明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陈增贵 当涂县太白镇龙升粮油专
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许 兵 马鞍山市雨山区佳山乡党
委书记

王鹏林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教师
蒋祖坤 马鞍山市博望区新市镇联

三村卫生室村医
邓 勇 中国宝武马钢集团马钢股

份第四钢轧总厂党委委员、副厂长
许 磊 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输电

运检中心运检二班班长
武明乾 和县石杨镇绰庙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晓明 马鞍山市卫生健康综合监

督执法支队传染病防治监督科科长
戚维华 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街

道中岗社区红枫志愿社党支部书记
胡业山 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土地

和房屋征收管理局局长
芜湖市

马本萱 安徽麦卡出行汽车有限公
司出租车驾驶员

陈先国 无为市襄安镇农业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何志成 南陵县何湾镇七星河社区
居民

陈余芳（女） 芜湖市镜湖区范罗山
街道新芜路社区居民

吴明英（女） 芜湖市鸠江区四褐山街
道管山社区残疾人专委、“阳光家园”教师

陶传东 芜湖市湾沚区花桥镇五四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吴玉民 无为市人民医院车辆管
理员

刘劲松 安徽华东光电技术研究所
党委书记

俞 淼 芜湖市乡村振兴局综合科
科长， 无为市开城镇都督村党总支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黄 阳 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马
塘派出所案件侦查队指导员

夏 辰 南陵县工山镇副镇长 ，许
镇镇黄墓村原扶贫工作队副队长

夏 彬 芜湖市镜湖区赭山街道党
工委书记
宣城市

吴险峰 广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
所长

蔡军民 宣城市仁杰医院门诊部主

任兼急诊科主任
章建军 绩溪县板桥头乡下溪村原

党支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徐开锋 宣城市宣州区环境卫生管

理处工人
毛胜利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

纸工、宣纸研究所所长助理
夏迎松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安徽中鼎密封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春霞（女） 泾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三级警长

胡 鹏 宁国市河沥溪街道蔬菜社
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 勇 宣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工程部经理

金爱民 安徽飞翔电器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张利民 郎溪县毕桥镇副镇长
王 净 绩溪县人民医院外科党支

部委员、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铜陵市

疏 林 安徽玉堂雨具有限公司总
经理

张红莲（女） 铜陵市义安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吴惠兰（女） 铜陵市郊区桥南办事
处党工委委员、司法所所长

苏保信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
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

梅建鸣 铜陵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职工

汪胜祥 铜陵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直属分中心蟠垅道班班长

刘睿锋 铜陵市公安局铜官分局杨
家山派出所所长、二级警长

郜源文 铜陵市建投公司征迁协调
部部长

胡 飞 枞阳县雨坛镇双丰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
池州市

孔胜兵 池州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
任、肝胆外科病区主任

马杨忠 池州市贵池区原农业局副
局长

孙小利 东至县东流镇党委委员 、
纪委书记

陈远义 石台县公益协会党支部书
记、秘书长

施德鹏 青阳县五溪木竹检查站原
站长，新河镇向阳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原队长

张李华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
责任公司技术总监

刘国华 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交警
大队柯村中队中队长、二级警长

陈群川 池州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安全环保科九级职员

殷旭东 池州一中教师
安庆市

陈再高 安庆市农技推广中心总农
艺师

张 敏 （女）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
院孝肃路院区神经外科护士长 、 副主
任护师

李满节 宿松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治医师

刘长春 原怀宁县新安区文化馆工
作人员，秀山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李斌商 安徽微威胶件集团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郝祥胜 潜山市黄泥镇胜利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姚有志 岳西县菖蒲镇毛畈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金永红 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团委
副书记、弥陀中心供电所副所长

方 芳（女） 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
乡党委委员，月形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汪 峰 安庆市经开区老峰镇党委
书记

赵明顺 安庆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
大队大队长、一级警长

徐 耀 安庆市田家炳中学德育处
副主任，岳西县店前镇店前村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队长

殷国斌 望江县教育局党委委员 ，

县第二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
徐昌革 安庆市迎江区市政环卫管

理中心应急养护所所长
黄山市

程顺富 黄山市屯溪区政府老街专
职消防队队长

龙守菊（女） 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
乌石村党总支委员

王诗进 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新田
村富田公路养护员

汪笃义 黄山明明德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

张捷睿（女） 休宁县海阳镇横江社
区党委书记

何成宏 黟县公安局宏村派出所党
支部书记、所长、二级警长

何志强 祁门县人大常委会社会建
设工委副主任、 祁山镇芳村村原扶贫工
作队副队长

汪 娜（女） 黄山市广播电视台外
宣中心记者

吴李辉 黄山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
监察室二级主任科员

朱艳霞（女） 黄山市屯溪第一中学
办公室副主任、高级教师
省直机关工委

常印佛 省地矿局原党组成员、总工
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 川（女） 合肥新桥机场海关党
委书记、关长

吴梅芳（女） 省委党校（安徽行政
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

任 榕（女）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微波组件研发中心原
副主任

吴贻伙 省检察院宣传处党支部书
记、处长、一级调研员，检察日报社驻安
徽记者站站长

程大义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西藏自治区措美县
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省委教育工委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

赵颖虹（女） 安徽工业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

童佳兵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李春艳（女） 淮北师范大学保卫处
副处长、 砀山县葛集镇毛雷庄村原扶贫
工作队副队长

徐宝才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院长

陈宇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
院执行院长
省国资委党委

赵义飞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发
电运行部值长

宿方瑞 安徽省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 金寨县古碑镇水坪村原
党支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王晓光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国际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熊 佩（女）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星海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宋长松 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
公司江水北送建管处副处长

李 纹（女）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党务专员

二 、 安徽省优秀党
务 工 作 者 拟 表 彰 对 象
（200 名）
合肥市

余 虎 长丰县罗塘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李杰峰 庐江县柯坦镇党委书记
钱晓丽（女） 巢湖市银屏镇党委副

书记
刘 群（女） 合肥市瑶海区嘉山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
费广海 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

党委委员，南门小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 曼（女） 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行政部经理
王 康 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沁

心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杜建和 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三
十头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一级警长

卜卫华 合肥市物业行业委员会党
委委员、办公室负责人

诸 敏 合肥市第一中学第一党支
部书记、年级部主任

刘 梅（女） 合肥市中心血站党委
委员、组织人事科科长

程光梅（女） 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
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白茂洋 肥东县杨店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
淮北市

周雪峰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党总
支书记、校长

孙燕飞（女）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党
委党建部组织民主管理专责

傅红鹃（女） 淮北市第一看守所党
支部书记、所长、一级警长

李秋贤（女） 淮北市相山区供电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维平 淮北林光钻探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精加工车间主任

梁 辉 淮北市相山区委党校 （行
政学校）常务副校长、区党群服务中心主
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兼）

王 彬 濉溪县四铺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

高西军 淮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
书长、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
第四批党建工作指导员

苏振勇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南园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亳州市

赵景阳 利辛县程家集镇赵桥社区
党总支书记

武芳云（女） 蒙城县城关街道学院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邓卜锋 涡阳县城关街道党工委书
记、三级调研员

何 智 蒙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
一级主任科员

江树连 涡阳县中医院党委书记
李东华 利辛县巩店镇党委副书记
张从中 亳州二中党委书记， 谯城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
张向东 蒙城县小辛集乡李大塘村

党委书记
徐 伟 亳州市谯城区汤陵街道汤

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立宏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办党总支书记
李 祥 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郑俊生 利辛县供电公司党委办公

室党支部书记、五级职员
宿州市

张桂云（女） 萧县张庄寨镇武楼村
党总支书记

韩修文 灵璧县虞姬乡虞姬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诗（女） 砀山县砀城镇土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

刘勇奎 宿州市符离集刘老二烧鸡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韩昌发 泗县民办学校综合党委副
书记、专职非公党建指导员

张贺群（女） 灵璧县灵城镇太平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光伟 砀山县李庄镇党委副书记
陈 涛 宿州市城市管理局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
黄辉慧（女） 泗县医疗保障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长沟镇朱彭村原党建指导
员、扶贫专干

朱亚鹏 宿州市埇桥区残联党组书
记、理事长，时村镇冲疃村原党总支第一
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蚌埠市

于 红（女） 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
街道建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志铭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崔建梅（女） 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
党委书记、校长

苏永松 固镇县仲兴乡党委书记
姚荣江 怀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杨 艳（女） 五河县小溪镇党委委

员、组织委员
信本芳 蚌埠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李洪润 安徽中烟蚌埠卷烟厂党建

工作科科长
刘 琛 蚌埠市淮上区曹老集镇党

委副书记
董 志 蚌埠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

中心退休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副主任
王 飞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直

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阜阳市

胡 伟 界首市天鸿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沈松怀 阜阳市教育局机关第一党
支部副书记、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

（下转 4 版）

关于我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安徽省优秀共产党
员、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安徽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 根据省委表彰工作部
署，在各市委和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
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
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研究

提出了 200 名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含
拟追授 6 人 ）、200 名安徽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200 个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拟表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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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至 6 月 21 日。 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
的， 请于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反映形式为电话、信函、电子邮件，信函
以到达日邮戳为准。以单位名义反映情
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
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
电话。

电话：0551－62609799
网站：www.ah12380.gov.cn
通信地址：合肥市中山路 1 号安徽

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
邮政编码：230091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2021 年 6 月 15 日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