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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
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按推荐单位和姓氏笔画排序，职务为推荐时所任职务）

一、全县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共 90名）

吴克庆 黎城街道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张德海 黎城街道党政办工作人员

黄玉华 黎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刘志慧 戴楼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茆在翠（女） 戴楼街道楼庄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涂 芬（女） 戴楼街道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叶宝奎 金北街道经济发展和建设局工作人员

李红芹（女） 金北街道卫生院护士

闵松山 金北街道副科级干部

杨大伟 江苏科润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柏俊基 金北街道经济发展和建设局局长、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

王德伟 金南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局办事员

朱永洲 金南镇党委政法委员

徐在勤 金南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张同兵 塔集镇党政办主任

杨东林 塔集镇尧乡小学校长

徐选邦 塔集镇施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袁卫东 塔集镇党群工作局局长、财政和资产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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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万后宏 银涂镇涂沟小学教师

华吕春 银涂镇于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书怀 银涂镇法律服务所主任

张 涛 银涂镇五星水生蔬菜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姚城民 中国邮政金湖县分公司唐港支局投递员

刘建华 前锋镇淮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广涛 前锋镇前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玉锋 前锋镇副镇长

韩康金 前锋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局党总支书记、局长

许 乐 吕良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张立武 吕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陈德国 吕良镇张坝村会计

顾 杰 吕良镇党政办副主任

马 光 江苏天利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邱军捷 江苏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清 江苏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茆玉锋 县产业服务中心综合股股长

崔善超 江苏苏仪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研发部主任

董 珊（女） 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 勇 县统计监测调查中心调查三科科长

王 翔 县文联副主席

伏道贵 县融媒体中心综合服务党支部书记

杜传亮 县委党校总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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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君（女） 县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书浩 县文广旅游局党组成员，县旅游管理发展中心

主任，塔集镇副镇长

陈爱斌 县殡仪馆主任

胡 建（女） 县博物馆馆长

胡婷婷（女） 县政协教卫体社会法制委副主任

姜爱东 县人大办副主任

黄海豹 县政府办农业农村科科长

雷兴科 县档案馆副馆长

雷爱红（女） 县法院宝应湖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

陈敏峰 县教师发展中心信息资源处主任

盛学中 县育才小学副校长

鲜万苗 县外国语学校副校长

王仁龙 县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党支部副书记

蔡春艳（女） 县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综合股股长

王 琎（女） 江苏金湖民泰村镇银行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涂金龙 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副经理

陆 玺 淮汽集团金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士平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朱 丽（女） 县自来水公司副经理

纪书华 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王 艳（女） 县水务局水资源科负责人

张桂红 县河湖管理所党总支委员，县入江水道维修

养护站副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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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恒刚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金北中队民警

田太忠 县工信局办公室负责人

陈 坚 江苏金湖输油泵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王洪兵 县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陈楷文 县市场监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叶如江 县农业农村局安监科负责人，县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

孙高宝 县耕地质量保护中心党支部书记，县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人

陈 玉（女） 县规划管理服务所办事员

於海滨 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利用科副科长

高 佳（女） 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高式清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科职干部

任龙兴 国家税务总局金湖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刘永松 国家税务总局金湖县税务局四级主办

万从伟 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黄 冬 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李建国 县供销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

黄 雯（女） 县供销社（集团）总公司会计中心会计

孙秀付 金湖中学第三党支部书记、年级部主任

倪青松 金湖中学年级部主任

施晓莉（女） 金湖农商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

殷 华 金湖农商行唐港支行行长

唐志东 国网金湖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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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通 国网金湖县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营业业务专职

王守海 中国邮政金湖分公司揽投员

谭怀东 中国电信金湖分公司销售部副主任

郑孝群 宝应湖农场社区党总支书记，司法所长、

综合管理科科长

孙明柱 复兴圩农场农业大队大队长

二、全县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共 80名）

王安海 小水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

孙开文 黎城街道劳动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 放 黎城街道任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黎城街道党政办副主任

张 雪（女） 黎城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

刘俊云 戴楼街道官塘村党总支副书记，官路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福华 戴楼街道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陈志兵 戴楼街道衡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万芬（女） 金北街道党工委组织员

赵洪辉 江苏爱特福84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潘永浩 金北街道金港中心村党委书记，新街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孙德文 金南镇社会事业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沈启虎 金南镇党委组织委员

徐爱东 金南镇三车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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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松 塔集镇金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雯雯（女） 塔集镇党群工作局副局长

袁亚威 塔集镇党委组织委员

邹修桂 银涂镇红湖中心村党委副书记，红湖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玉婷（女） 银涂镇党委组织员

郑利宏 江苏爱可青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监

滕庆春 银涂镇湖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何 静（女） 前锋镇党委组织员

郭友海 前锋镇淮武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前锋镇水利服务站站长

吉文萱 吕良镇新丰村党总支副书记

倪言龙 吕良镇前进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委会主任

司云凤（女） 江苏视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职工监事、首席质量官、研发经理

华道桥 江苏政轩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办公室主任

苑 璐（女） 江苏华电金湖能源有限公司专职党务工作者

周金玉 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郑 玫（女） 江苏金湖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部专职党建指导员

赵晓雷 同泰服饰（江苏）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财务经理

丁书兵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组织委员，县双拥

工作指导服务中心办事员

王静文（女） 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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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华莉（女）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级机关工委书记、

老干部局局长

孙海燕（女） 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组长

杨云龙 县白马湖景区发展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赵春午 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侯先标 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政务办主任

莫立军 江苏有线金湖分公司农服党支部书记，银涂镇

服务站站长

高进超 县委党史工委党支部组织（宣传）委员、副主任

韩加进 县信访局党组成员、党支部书记、副局长

衡云红（女） 县委统战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县政府侨办主任

兰冰竹（女） 金湖县第二中学文科党支部组织委员

伍光耀 吴运铎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

黄 静（女） 金荷花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徐跃东 县劳动监察大队党支部书记

吴 梅（女） 县财政局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县国库集中

支付中心负责人

杜松林 县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县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副主任

欣玉华 金湖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县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杜 军 县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李 贵 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温玉红（女） 县住建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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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澄洲 县城区河道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周春芝（女） 县水务局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刘晓宇 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董治阳 县公安局老干部党总支委员、政治处办事员

吴玉芹（女） 江苏金桥建材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办公室主任

应媛媛（女） 县工信局组织人事科负责人，机关党支部书记、

县企业技术改造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春林 县市场监管局组织人事科科长

邱进行 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队长

朱杰家（女） 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县农业农村局安监科负责人

严 贞（女）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事科负责人，县植保植检站

党支部宣传委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综合股股长

马 华 县自然资源局银涂中心所党支部组织委员

韩康荣 县自然资源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柏智能 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委员、党政办副主任

徐少军 县中医院内科党支部委员、主治中医师

陆子斌 国家税务总局金湖县税务局戴楼分局党务专岗

傅 蓉（女） 国家税务总局金湖县税务局机关党委

（党建工作股）一级行政执法员

季爱华 县应急管理局第一党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董真明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机关第一

党支部书记，县防震减灾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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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福林 县供销社机关党支部委员、政工科负责人

殷 俊 金湖中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黎 虎 金湖中学第四党支部书记、总务处主任

李传锋 金湖农商银行金南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郑志东 金湖农商银行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

王秀华 国网金湖县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分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

沈兴凯 国网金湖县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党支部

副书记、副主任

卞寿海 中国电信金湖分公司后端党支部书记、维护

安装部主任

於晨城 中国邮政金湖分公司党务专岗

柏传朗 宝应湖农场五七大队党支部书记、队长

史冬梅（女）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复兴圩分公司

党支部组织委员，办公室主任

三、全县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共 50个）

黎城街道徐梁村党总支

黎城街道新城社区党总支

江苏三禾鞋业服饰有限公司党支部

戴楼街道退休干部党支部

戴楼街道中心小学党总支

金北街道金港中心村党委

金北街道新港村党总支



- 10 -

金北街道张方村党总支

金南镇江源水产合作社党支部

金南镇南望村党总支

塔集镇水利服务站党支部

金湖尧想国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塔集镇东方红村党总支

上海豫宏（金湖）防水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银涂镇三河村党总支

县公安局前锋派出所党支部

前锋镇淮胜村党总支

吕良镇湖畔旺屯社区党支部

江苏岛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金湖经济开发区机关党支部

江苏坤宇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金湖分公司党支部

江苏金胜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县审计局党支部

县城管局机关党支部

县旅游管理发展中心党支部

县审批局全程代办服务党支部

县教体局机关党总支第二党支部

县人社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县滩涂开发公司党总支

金湖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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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政管理服务中心党支部

县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县公安局看守所党支部

安澜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金湖输油泵有限公司党总支

县专业市场联合党支部

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县自然资源局吕良分局党支部

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金湖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党支部

县应急管理局第二党支部

县供销社机关党支部

金湖中学第一党支部

金湖农商行戴楼支行党支部

国网金湖县供电公司电力飞虎队党支部

中国电信金湖分公司前端党支部

中国邮政金湖分公司经营党支部

宝应湖农场刘圩社区东片党支部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复兴圩分公司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