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共产党员★
武伟华 霍州市辛置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李欣星（女）霍州市辛置镇一级科员
刘 勇 霍州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辛置镇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建波 霍州市辛置镇十里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靳会平 霍州市辛置镇北益昌村村委会主任
薛国民 霍州市辛置镇段庄村村委会主任
刘 鹏 霍州市辛置镇塔底村村委会主任
荀晓靖 霍州市白龙镇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
郝一鸣 霍州市白龙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
郝建宇 霍州市白龙镇马岭村党支部负责人
贾红平 霍州市白龙镇寺庄村村委会主任
杨华峰 霍州市白龙镇柳树腰村村委会主任
张德顺 原霍州市白龙镇涧北村牛腰山护林员
孔建华 霍州市李曹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高 蕾（女）霍州市李曹镇副镇长
李丽泽 霍州市李曹镇柏乐村党支部书记
杨军龙 霍州市李曹镇李曹村村委会主任
刘 峰 霍州市李曹镇七里峪村乡村医生
刘强虎 霍州市李曹镇驹沟村村民
武丽华（女）霍州市大张镇人大主席
高艳华（女）霍州市大张镇党委副书记
郝基惟 霍州市大张镇一级科员
都玉龙 霍州市大张镇狮子洼村党支部副书

记、村委会主任
李 军 霍州市大张镇北张村党支部副书记
刘剑雄 霍州市大张镇贾村村委会主任
段洲琦 霍州市三教乡四级主任科员
陈科帆 霍州市三教乡一级科员
张卫东 霍州市自然资源局收储中心职员、三

教乡高王庄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
郭 锐 霍州市三教乡安乐村党支部书记
杨陈平 霍州市三教乡东王村党支部书记
杨 宏 霍州市三教乡库拔村党支部书记
陈玲珍（女）霍州市师庄乡妇联主席
张 蕊（女）霍州市师庄乡一级科员
王三双 霍州市师庄乡朱家岭村党支部书记
朱俊虎 霍州市师庄乡西华村党支部书记
师国兵 霍州市师庄乡凤栖村党支部书记
黄华君 霍州市陶唐峪乡人大主席
闫高峰 霍州市陶唐峪乡一级科员
王 娟（女）霍州市陶唐峪乡双头垣村党支部书记
张福兰（女）霍州市陶唐峪乡南李庄村村委委员
杨小平 霍州市陶唐峪乡义旺村村民
刘佳佳（女）霍州市南环路街道党建办负责人
郭耀丽（女）霍州市南环路街道龙口村村委委员
陈 磊 霍州市公路管理段路政执法员、南环

路街道东湾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董红锁 霍州市北环路街道三合居委会党总支书记
朱崇亮 霍州市北环路街道三合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
杨永华 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北关居委会党支

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史晓燕（女）霍州市鼓楼街道西街居委会村委委员
米清华（女）霍州市鼓楼街道前进社区党支部副

书记、副主任
孙 印 霍州市鼓楼街道民政助理员
刘婷婷（女）霍州市开元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端秀（女）霍州市开元街道东堡居委会副主任
乔 伟 霍州市开元街道李诠庄居委会居民
李卫华 霍州市退沙街道退沙村党支部书记
黄 克 霍州市邮政局综合办主任、退沙街道

退沙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杜晓燕（女）霍州市退沙街道安祥社区居民
武 媛（女）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园区运营部职员

卢晓华 霍州市委办公室职员
卫 浩 霍州市委组织部职员
赵利娟（女）霍州市妇联负责人
高 峰 霍州市政府值守中心主任
张大利 霍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主任
郭艳丽（女）霍州市民政局低保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李陆陆 霍州市自然资源局一级科员
杜秀峰（女）霍州市行政审批局办公室负责人
张华艳（女）霍州市行政审批局科员
段 敏（女）霍州市残联审批股负责人
闫婉琼（女）霍州市委政法委职员
牛 伟 霍州市公安局第十三党支部书记
郭建峰 霍州市人民法院行政审监庭负责人
苏龙杰 霍州市人民检察院一级科员
李晓丽（女）霍州市委宣传部四级主任科员
王晓英（女）霍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年鉴股股长
李达鹏 霍州市文联一级科员
苏姣平（女）霍州市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
成红华（女）霍州市统计调查监测中心专职副主任
李建国 霍州市发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荀 钊 霍州市综合行政执法队职员
范 康 霍州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站职员
朱立亭（女）霍州市供热中心技术员
张晓佳（女）霍州市卫体局职员
徐 琼（女）霍州市医疗集团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杜秀珍（女）霍州市疾控中心职员
刘晓莉（女）霍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建办负责人
李华斌 霍州市林业局森林派出所所长
董 鹏 霍州市能源局办公室负责人
何志宏（女）霍州市地震局一级科员
赵瑞欢（女）霍州市工信局一级科员
孟 杰 霍州市供电公司发策部主任
杨彦彦 霍州市邮政公司职工
何 健 霍州公路管理段综合办公室主任
田国荣（女）霍州市教科局职员、团委书记
董陈鹏 霍州市第一中学教师
荀劲草 霍州市实验中学教师
张建平 霍州市李曹镇中心校教研员
赵爱琴（女）霍州市曹村矿区学校党支部书记
亓 震 霍州市陶唐峪乡中学教师
闫惠杰 霍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党

组织书记、仁福堂医院院长
韩军华 霍州市华光育才学校校长
朱 辉 霍州市医药公司采购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郭亚林 霍州市辛置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刘建兵 霍州市辛置镇郭庄村党支部书记
闫小勤 霍州市辛置镇阴底村党支部书记
赵晋平 霍州市辛置镇北泉村党支部书记
吴毛杏 霍州市辛置镇河底新村党支部副书记
班玛尖参 霍州市白龙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成芋瑾（女）霍州市白龙镇纪委副书记
刘 芳（女）霍州市白龙镇一级科员
田红萍（女）霍州市白龙镇柳树腰村党支部书记
王七锁 霍州市白龙镇涧北村党支部书记
曹卫东 霍州市李曹镇一级科员
刘 杰 霍州市李曹镇上王村党支部书记
刘建忠 霍州市李曹镇窑底村党支部书记
刘海虎 霍州市李曹镇西村党支部书记
张琴琴（女）霍州市大张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郭俊鹏 霍州市大张镇副镇长、霍东社区党支部书记
周艳芳（女）霍州市大张镇党建办负责人
段张平 霍州市大张镇下乐坪村党总支书记
蓝亚强 霍州市三教乡杜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天增 霍州市三教乡李涧村党总支书记

李海金 霍州市三教乡李壁村党支部书记
晋建华 霍州市三教乡上三教村党支部书记
郭舒娜（女）霍州市师庄乡党委副书记
张国华 霍州市师庄乡老张湾村党支部书记
张晋新 霍州市师庄乡坡底村党支部书记
师军平 霍州市师庄乡曹洼山村党支部书记
朱三桂（女）霍州市陶唐峪乡党委副书记
安锁莉（女）霍州市陶唐峪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陈文平 霍州市陶唐峪乡陶唐峪村党总支书记
刘忠秀 霍州市陶唐峪乡观堆村党总支书记
张有为 霍州市陶唐峪乡偏墙村党支部书记
高 燕（女）霍州市南环路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乔军杰 霍州市南环路街道南庄村党支部书记
郭 伟 霍州市委组织部职员、南环路街道赤

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原 欢（女）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李 倩（女）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党建办负责人
朱泽霖 霍州市鼓楼街道滨河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 平（女）霍州市鼓楼街道文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
陈文娟（女）霍州市开元街道党建办负责人
赵灵香（女）霍州市开元街道永康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
吴合香（女）霍州市退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武文斌 霍州市退沙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乔昌鸿 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支部

副书记、行政审批局局长
樊新亚（女）霍州市委办四级主任科员
景明智 霍州市纪委监委党总支副书记、党办主任
陈燕奇 霍州市委组织部职员
郭庆峰 霍州市委老干部局党支部书记
段文洋 霍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杨 琴（女）共青团霍州市委发展联络部负责人
蒲江华 霍州市委编办事业股负责人
蒲 峰 霍州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
郭丽丽（女）霍州市档案馆职员
张 俊 霍州市政府办职员
李红峰 霍州市人社局党建办负责人
王娇娇（女）霍州市自然资源局一级科员
成明明 霍州市信访局一级科员
马小娇（女）霍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党支部书记
范华琴（女）霍州市审计局职员
王 龙 霍州市退役军人局职员
杜婵婵（女）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霍州分局党建办负责人
苗 青（女）霍州市委政法委职员、政法系统党委

党建办负责人
杨 堃 霍州市司法局副局长
贾彩龙 霍州市人民法院第一党支部书记、

后勤中心负责人
张 洁（女）霍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党支部书记
刘红杏 霍州市公安局第十四党支部书记
刘 薇（女）霍州市司法局办公室负责人
张 芳（女）霍州市委宣传部机关党支部书记
梁 洁（女）霍州市文旅局机关一支部支部委员
韦晓霞（女）霍州市财政局职员、财税系统党委党建办负责人
王英凤（女）霍州市财政局职员
张 烨（女）霍州市发改局一级科员
郭芳芳（女）霍州市住建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朱壮华 霍州市自来水公司党支部书记
胡 洁（女）霍州市城市管理局职员
邵 明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群管理员
高 晓（女）霍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党支部副书记
魏 琰（女）霍州市中医院检验科主任
王芳华（女）霍州市爱卫办一级科员
张赢玉（女）霍州市卫生监督所职员
闫裴霞（女）霍州市水利局党建办负责人

张克君 霍州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玲玲（女）霍州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管理站负责人
高兴国 霍州市应急局第一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
段程旗 霍州市应急局第二党支部书记、综合

协调股股长
刘文娟（女）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霍州市

分公司职员
刘 莉（女）霍州市交通运输局党建办负责人
周雨洁（女）霍州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支部委员
胡银霞（女）霍州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主任
王晓丽（女）霍州市职业中专学校党建办负责人
郭颖娟（女）霍州市北环中心校党支部书记
韩永忠 霍州市鼓楼中心校党支部书记
王月琴（女）霍州市煤电第一中学党支部书记
徐飞龙 霍州市白龙矿区学校党支部书记
王来栓 霍州市李雅庄矿区学校党支部书记
崔世娟（女）霍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非公党委副书记
张建民 霍州市市场监管局非公党建股股长
张壮丽 霍州市民政局党总支书记、社会组织

党总支副书记
张 杨（女）霍州市社会组织党总支委员、民政局

社会组织管理股股长
刘亚丽（女）霍州康福医院联合党支部委员
郭 娟（女）霍州市伯乐第一培训学校办公室主任

★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北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河底新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下曹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辛置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霍电辛庄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辛选企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白龙镇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白龙镇涧北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白龙镇陈家庄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白龙镇燕南庄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李曹镇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李曹镇杨枣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李曹镇尉侯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李曹镇范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李曹镇鸭底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李曹镇悬泉山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大张镇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大张镇狮子洼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大张镇贾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大张镇西张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三教乡下三教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三教乡东城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三教乡南车腰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三教乡冯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三教乡主乐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三教乡高王庄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师庄乡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师庄乡周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师庄乡陶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陶唐峪乡南李庄村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陶唐峪乡陶唐峪村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陶唐峪乡刘家庄村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陶唐峪乡南杜壁村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南环路街道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南环路街道南庄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北环路街道邢家泉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北环路街道永合居委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鼓楼街道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鼓楼街道北峰居委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开元街道东关居委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开元街道新建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退沙街道王庄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退沙街道朱杨庄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委办公室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人大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政协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纪委监委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委组织部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委统战部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档案馆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政府办公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人社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市场监管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信访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审计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退役军人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霍州分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人民法院第四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公安局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公安局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公安局第七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委宣传部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融媒体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财政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发改局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统计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城市管理局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供热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自来水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医保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疾控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卫生监督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医疗集团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农业农村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水利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气象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能源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应急局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烟草专卖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教育科技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第一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第二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实验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第三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第四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辛置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大张镇第一中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赵家庄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医药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霍山酒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居然之家商圈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现代家具装饰广场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隆旺佳豆制品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交运驾校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青空救援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传统文化协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双辰跆拳道教育培训学校联合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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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30日，霍州市召开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回顾党的光辉历史，集中
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各条战线、各个领
域、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
步激励动员霍州上下，不忘初心，接续
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篇章。

霍州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青雁主持会议。
霍州市在家的市领导出席会议。各乡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市直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系统党委书记，受表彰的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
党组织书记代表及2021年新发展党员
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李强领誓，带领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中
宣誓，其他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霍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任臻宣读了《中共霍州
市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随后，在
热烈的气氛中，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
整齐登台，接受市领导颁奖。

李强代表中共霍州市委，向受到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
贺，向在各条战线上恪尽职守、爱岗敬
业、忘我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
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会上，李强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了中
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并立足新起
点，着眼霍州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对霍
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出明确
要求。

会议指出，100年的岁月里，无论
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霍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
员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始终与人民心连
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设新中
国，进行了顽强奋斗，作出了积极贡献。
霍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
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动力，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以这次受表彰的先
进典型为榜样，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在全方位推进霍州高质量发展中担
当作为，再立新功。

会议强调，一要加强理论武装，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要通过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感受革命斗争的艰苦卓
绝，切实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
要坚决维护核心，坚持对党绝对忠诚，
做到热爱党、拥护党、永远跟党走；要把
牢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要强化大局观念，自觉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转化为每个同志的行动指南、创新干
劲、工作业绩，转化为霍州深化改革、转
型发展、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二要扛
起主体责任，进一步深化从严治党。要

狠抓第一责任“牛鼻子”，从严履行好第
一责任人职责，守土有责、寸土不让，形
成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要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工作有人抓、
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要一体推进

“三不”建设，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
理念正风肃纪反腐，推动霍州政治生态
持续向好。三要勇于担当作为，进一步
推动转型发展。要狠抓创新驱动不动
摇，把创新驱动放在转型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创
业主体提供良好创业环境；要抓好项目
建设不松劲，以开发区建设为龙头，真
正把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变成推进转型
发展的黄金期；要深化改革不懈怠，积
极对接国家、省市重大发展战略，找准
切入点，在扩大内需、提升实力、畅通循
环、深化开发等方面，聚力攻坚、靶向发
力；要推进人才强市不停步，吸引各类
人才聚集霍州，扎根霍州，为霍州发展
积蓄强大力量。四要锤炼干部队伍，进

一步激励干事创业。要通过容错纠错，
澄清保护机制，激发担当作为的内生动
力，让想改革创新、敢改革创新的人想
干事、敢干事、不出事。五要建强基层组
织，进一步夯实党的根基。要树立大抓
基层的鲜明导向，抓住支部建设这个关
键，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
每名党员；要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
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成为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宣传群
众、服务群众的主心骨；要精心组织开
展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确保选出
来的干部政治上信得过、靠得住、能放
心。六要站稳群众立场，进一步凝聚发
展合力。要以贴心取得群众信任，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真正
使群众满意成为检验工作成果的第一
标准；要以虚心赢得群众拥护，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不断开创霍州更加美好的明天。

会议要求，霍州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进一步引深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的
绝对忠诚；要从学习典型中弘扬党的
优良作风，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
锐意进取、履职尽责，在新发展阶段展
现新担当、新作为、新气象，力争成为
推动霍州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带头人和
主力军；要从实干担当中推动高质量
转型崛起，站位全局，紧紧围绕“一堡
四区”战略定位和转型发展蹚新路奋
斗目标，深入推进霍州市高质量发展
的思路举措，围绕全年目标任务，攻坚
克难、拼搏实干，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霍州市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何林明 霍州市南环路街道

南坛村电影放映员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霍州市退沙街道许村支

部委员会

★临汾市优秀共产党员★
董铁柱 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党政工作部部长
薛 丽（女）霍州市委信息化中心职员
樊耀军 霍州市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室科员
汪文婷（女）霍州市公安局鼓楼派出所四级警长
武芳慧（女）霍州市医疗集团人力资源和绩效

管理办公室主任

苗永琪 霍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职员
马杰炳 霍州市综合执法局职员
朱金山 霍州市退沙办许村小学校长
高忠林 霍州市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

★临汾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成 辉（女）霍州市李曹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周姝莉（女）霍州市鼓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张春华 霍州市白龙镇陈村党支部书记

都卫华 霍州市大张镇狮子洼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国 霍州市三教乡油盆峪村党总支书记
李霄鹏 霍州市南环路街道赤峪村党支部书记
靳勤锁 霍州市开元街道东关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梁白莉（女）霍州市政府办党支部副书记
王记栓 霍州市水利局党总支书记

★临汾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霍州市辛置镇辛置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师庄乡山头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北兴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鼓楼街道文庙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退沙街道什林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民政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霍州市税务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霍州市供电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应急管理局总支委员会
中共霍州市现代家具装饰广场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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