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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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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3版）
张传峰 阜阳市供水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胡世金 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

工委专职副书记
项喃喃 颍上县南照镇鲁庙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涛 阜南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

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朱 茜（女） 临泉县韦寨镇党委副

书记、二级主任科员
鞠 艳（女） 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

道奎星社区党委书记
何广兰（女） 颍上县人民医院内科

党支部书记、呼吸内二科护士长
李祎楠 阜南县朱寨镇党委书记 、

四级调研员
宋 磊 阜阳实验中学党总支宣传

委员、党建宣传中心主任
梁 峰 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党委

书记、四级调研员
淮南市

邓祖洋 寿县正阳关镇党委书记 、
四级调研员

王教宇 寿县安丰镇谷贝村党总支
书记

芮广利 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崔 燕（女） 淮南市审计局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

陈丽丽（女） 淮南市建设发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许克素（女） 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
许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 丽（女） 淮南市田家庵区史院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陈国艳（女） 淮南市八公山区新庄
孜街道治东社区党总支书记

吴 杰 淮南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
部书记、校长

江晓春（女） 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韦 瑞 淮南市大通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职员， 洛河镇陈庄村党
总支书记
滁州市

孙 涛 滁州市琅琊区丰山街道龙
池社区党委书记

张伟兴 安徽胜华波汽车电器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蒋新华 滁州市教育体育局机关党
委委员、第三党支部书记，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

步显勇 安徽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总经理

林 莉（女） 滁州市湖心路小学党
支部书记、校长

杜永慧（女） 定远县二龙回族乡中
汤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

卞泽西 安徽金桥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 岚（女） 滁州市水利局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平东林 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王文军 来安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江丽丽（女） 凤阳县大庙镇党委委

员、组织委员
方保荣 滁州市委党校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
赵盼盼（女）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学生管理党支部书记
六安市

郭世明 安徽广运律师事务所党支
部书记，舒城县委原督查组成员

赵遵江 六安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
耳鼻喉科党支部书记

沈 勇 霍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沈 鸣 六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非公党建指导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詹政委 金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

县委非公工委书记，县直机关工委书记
赵以贵 霍邱县融媒体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
黄紫垣 六安市叶集区委组织部三

级主任科员
刘卫东（女） 舒城县城关镇中心学

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叶 敏（女） 霍山县人民法院党总

支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席
郭 俊 六安市金安区城北乡二十

铺村党总支书记
杜 鹏 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 涌 霍邱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党

组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局长、一级主任
科员

杨 静（女） 六安市市场监管局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陈 军 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鹭
洲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马鞍山市

裴善权 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汤培霞（女） 当涂县姑孰镇提署社
区党委书记

魏 敏 马鞍山市花山区沙塘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

汪小康 和县善厚镇党委委员 、组
织委员

谭 政 中冶华天建筑工程分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崔 强 蒙牛乳业（马鞍山）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南部大区总经理

唐成云 （女 ）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
山街道半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

王 波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马
鞍山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齐道贵 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百
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潘幸生 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
平湖派出所党支部副书记、教导员

王岳松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内一党
支部书记、心血管内科主任
芜湖市

赵 玲（女） 芜湖市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王显才 无为市十里墩镇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书记、关工委主任

陈太华 芜湖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
研员， 无为市无城镇黄汰村原党总支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薛 勇 芜湖市弋江区澛港街道党
工委书记

俞 霞（女） 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
新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汪之初 芜湖广济医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

李志勇 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宋立芳（女） 芜湖市委办公室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黄 剑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芜湖卷烟厂党委书记、厂长

桂丽娟（女） 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
道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委副书记、中
江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吴才峰 芜湖市湾沚区湾沚镇东湖
社区党委书记

赵玉云 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峨桥
镇浮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宣城市

赵玉莲（女） 宣城市宣州区鳌峰街
道宝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江雪琴（女） 泾县财政局（国资委、
地方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党
建办主任

熊茂春 广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打
处中心党支部书记、刑侦大队教导员

高道飞 绩溪县住建局（人防办）党
组书记、局长（主任）

胡国燕（女） 郎溪县姚村镇夏桥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沈本华 安徽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
公司党建指导员

孙义涛 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 敏（女） 宁国市西津街道凤凰
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安丽（女） 安徽倍发来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孙 莉（女） 宣城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专职党务工作者

汪宗奎 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明源
公司党支部书记

江莫娇（女） 旌德县俞村镇芳岱村
党支部书记
铜陵市

方华红 铜陵市司法局党组成员 、
政治部主任， 枞阳县藕山镇巢山村原党
委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方慧娟（女） 安徽省蟹之都贸易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吴 军 铜陵市铜官区天井湖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服务中心主任

梁望林 铜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党群工作中心主任

苏国华 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成德
村党总支书记

沈贵娟（女） 铜陵市郊区桥南办事
处白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利美 金宝电子（铜陵）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

吴天卉（女） 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许 燕（女）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护
理系第一党支部书记
池州市

刘志松 池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道
党工委书记

黄勤慧（女） 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汪旭红（女） 东至县尧渡镇尧舜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苏 军 东至县木塔乡苏村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 彦 石台县大演中心学校党支

部书记、校长
唐晓燕（女） 石台县委组织部组织

综合股股长、农村组织股股长、三级主任
科员

丁 鸣（女） 青阳县蓉城镇长龙社
区党委书记

闵文杰 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专职
党建工作指导员

梅 茹（女） 青阳县委党校机关党
支部书记
安庆市

汪品峰 岳西县主簿镇党委委员 ，
大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心正 怀宁县月山镇文化党支部
书记、文化站站长

刘胜华 太湖县大石乡政府副乡
长，北中镇沙河村原党支部副书记、扶贫
工作队副队长

陈长珍（女） 安庆市大观区石化路
街道大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潘东香（女） 桐城市新渡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

石松华 宿松县驻苏南流动党委
书记

陈长宁 安庆市宜秀区区委办党支
部书记，区档案馆馆长、区党员电教中心
主任

汪 睿 安庆石化党委组织部组织
科科长

吴德祥 安庆市城建档案管理处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

肖振波 安庆市迎江区宜城路街道
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武装部长，人民
路商圈党委副书记

陈松应 望江县鸦滩镇党委委员
（挂职 ），望马楼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
主任
黄山市

王千红（女） 黄山市屯溪百鸟亭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疏宝珠（女） 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
龙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江紫霞（女） 黄山市徽州区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潜口镇潜口村党委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吕佛才 歙县小川乡古稔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立民 黄山新教育学校党支部
书记

吴雪颖 （女 ） 黟县碧阳镇党委副
书记

郑兴必 祁门县平里镇花桥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 勇 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

程晓阳 黄山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市场规范科科长， 休宁县榆
村乡藏溪村原党支部副书记、 扶贫工作
队副队长
省直机关工委

张士卿 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党支部
书记、所长

何 杰 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副处
长， 望江县高士镇黄河村原党总支第一
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张庆峰 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委专职
副书记、机关人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万玉宏 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张卫华（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直
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直属机关纪委
书记

李 娜（女） 省交通运输厅直属机
关党委副书记、人事教育处副处长，三级
调研员

周晓芹（女） 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倪 冲 安徽消防救援总队组织教
育处一级助理员

史学光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
限公司西北区域经营中心总经理、 青海
直属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经理
省委教育工委

宫 超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8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辅导员

汤文益 池州学院办公室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

卞光文 安徽大学物质科学与信息
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潘莉莉（女）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党委书记

刘守金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
药教师党支部书记、中药资源中心主任

程玉峰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书记、党政办主任
苟清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

院管理科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教授

袁 圆（女）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舞
蹈学院党总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
省国资委党委

汪君泽（女）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夏 潇 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

王 丽（女）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政治处组干科科长

孟 召 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工作部部长、党
校校长

郭 瑞 淮海实业集团安徽矿机公
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三 、 安徽省先进基
层 党 组 织 拟 表 彰 对 象

（200 个 ）

合肥市

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肥东县牌坊乡许井社区党总支
肥西县上派镇党委
长丰县杨庙镇马郢社区党总支
庐江县罗河镇党委
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

党委
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西平门社

区党委
合肥市五十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

党委
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党工委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机关第十一党

支部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党

总支
合肥高新创业园党委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党支部

淮北市

淮北市杜集区司法局党支部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党支部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党支部
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党工委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党委
淮北市相山区南黎街道锦华苑社区

党总支
濉溪县百善镇道口村党总支
淮北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
安徽金冠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
淮北市烈山区龙兴学校党支部

亳州市

蒙城县岳坊镇戴尧村党总支
涡阳县曹市镇辉山村党委
利辛县城北镇刘染村党总支
亳州市夏侯小学党支部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党委
蒙城县庄周街道马店社区党委
亳州城建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
涡阳县城关街道滨河社区党委
亳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营运

党支部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护理教工

党支部
宿州市

砀山县乡村振兴局党支部
泗县大庄镇党委
萧县白土镇张村党总支
灵璧县渔沟镇郑楼村党总支
宿州市埇桥区三里湾街道凤池社区

党委
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
灵璧县实验小学党支部
宿州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
宿州市埇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

党委
宿州市新联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党

支部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党

支部
蚌埠市

怀远县褚集镇党委
蚌埠市紧急救援中心党支部
固镇县连城镇禹庙村党总支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党委
安徽蚌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党

总支
蚌埠市龙子湖实验学校党支部
特步（安徽）有限公司党支部
蚌埠经济开发区淮河社区行政事务

管理中心碧水蓝天社区党总支
安徽虹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五河县沱湖乡大岗村党总支

阜阳市

阜阳市颍东区正午镇吴寨居党总支

阜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
阜阳市颍州区西湖镇党委
太和县档案馆党支部
阜阳市第三中学党委
阜南县鹿城镇双碑社区党支部
界首市泉阳镇王付全村党总支
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村党委
阜阳欣奕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

支部
临泉县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
阜阳市颍东区乡村振兴局党支部
阜阳市颍泉区闻集镇葛桥村党总支

淮南市

寿县信访局党支部
凤台县丁集镇沈庄村党支部
凤台县第四中学党总支
淮南市大通区市场监管局党总支
淮南市田家庵区安成镇党委
淮南市谢家集区唐山镇施咀村党

支部
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党支部
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柳叶社区党

总支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臧巷村

党总支
淮南市气象局机关党支部

滁州市

滁州市琅琊区琅琊街道凤凰社区
党委

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五大队党
支部

来安县半塔镇党委
滁州市南谯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
定远县张桥镇管李村党总支
天长市蓝天救援队党支部
亚士创能科技 （滁州 ）有限公司党

支部
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办事处党

工委
凤阳中学党委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医学系教工党

支部
六安市

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党总支
霍邱县孟集镇党委
六安市城北小学党总支
舒城县千人桥镇党委
安徽金寨干部学院（金寨县委党校）

党支部
六安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安徽星星轻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会馆回民村党

支部
六安市金安区孙岗镇党委
霍山文峰学校党总支
六安市裕安区小华山街道华府社区

党总支
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党委
马鞍山市

中国宝武马钢集团马钢股份特钢公
司党委

和县乡村振兴局党支部
当涂县乌溪镇党委
含山县清溪镇白衣村党总支
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明珠社区

党委
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马鞍山爱心车队党支部
马鞍山市雨山区平湖街道党工委
安徽奥克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党

支部
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西城村党

总支
马鞍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环卫中转

队党支部
芜湖市

南陵县烟墩镇霭里村党委
芜湖市鸠江区四褐山街道四山社区

党委
芜湖市弋江区南瑞街道李巷社区

党委
芜湖市湾沚区湾沚镇党委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童坝村党委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

党委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芜湖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
芜湖市培智学校党支部
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党支部
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宣城市

宣城市宣州区敬亭山街道巷口桥村
党支部

郎溪中学党委
广德市桃州镇党委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泾县蔡村镇宋村村党总支

绩溪县华阳镇凤灵社区党委
旌德县兴隆镇三峰村党委
宣城市宣州区西林街道党工委
宣城市建材商会党支部
宣城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党

支部
铜陵市

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党总支
安徽金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铜陵市铜官区官塘社区党委
铜陵市人民小学党支部
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犁桥村党委
铜陵市郊区铜山镇杨村村党支部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铜陵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党

支部
安徽铜鼎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池州市

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元四村党委
池州市贵池区清风街道城北社区

党委
东至县龙泉镇党委
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
青阳县酉华镇宋冲村党总支
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综合管理部党

支部
安徽均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

支部
池州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池州市供水有限公司党支部

安庆市

潜山市黄铺镇黄铺村党委
怀宁县平山镇党委
太湖县小池镇红星村党总支
桐城市龙眠街道党工委
岳西县河图镇党委
望江县文凯学校党支部
安庆市大观区玉琳路街道滨江苑社

区党委
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党委
安庆市泰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

支部
安庆市税务局直属机关党委
安徽环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厂直

属党支部
宿松县洲头乡党委

黄山市

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凤霞村党支部
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龙北社区党委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
歙县乡村振兴局党支部
休宁县流口镇流口村党总支
黟县税务局机关党委
祁门县祁红茶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黄山市黄山风景区迎客松党委
黄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党支部
黄山泉水鱼党支部

省直机关工委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党支部
省乡村振兴局综合处党支部
省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室党支部
省委第二巡视组党支部
省地质博物馆党支部
省审计厅直属机关党委
安徽省税务局直属机关党委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党总支
省委编办编制周转池制度推进处党

支部
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党总支
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皮山工作组临

时党总支
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委
合肥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

学院党委
安徽大学法学院党委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党委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党委
安徽科技学院农学院党委
蚌埠医学院护理学院教工党支部
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党委
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第一

党支部
省国资委党委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安
公路管理处党总支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党委
淮河能源集团煤业公司顾桥矿东区

机电工区党支部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徽商银行合肥三孝口支行党支部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铸锻厂

党委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
安徽皖维花山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