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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30日，浮山县召开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阶段性
总结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动员激励全县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党的光辉历史，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振精神，主动担当，奋力作为，全力开
创各项事业新局面，努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县委书记扈新起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
副书记、县长王兴主持会议。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潘丽君宣读表彰决定和《关于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的工作通报》。

当天，县影剧院内，灯光璀璨，气氛庄严，主
席台正中悬挂着的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大会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开始。扈新起领誓，带领 100名新
党员代表集中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县领
导为受表彰的代表及老党员代表颁奖、颁发纪念
章，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扈新起代表县委向全县广大老党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向他们过去为浮山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
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奋战在全县各条战线
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并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结合浮山实际，为全体党员讲了一堂深刻的党课。

会议指出，要学党史、悟思想，在笃学慎思中
锤炼政治品格。要把深入学习党史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在学思践悟中筑牢理想信念，在知行
合一中坚定初心使命，在融会贯通中汲取奋进力
量。要入脑入心，深学细悟，深刻体会党的初心宗
旨、理论成果、伟大精神、宝贵经验，深刻领会党
的先进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典范，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精读、细读，
深入把握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精神
实质、实践要求，夯实思想根基，树立正确的党史
观、政绩观，并将党史学习成果转变为干好工作
的能力和本领。要多思多想，汲取力量，从百年党
史中汲取党的发展的智慧力量，学习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久久为功的决心和韧
劲，始终坚守信念，全力推动浮山经济社会高质
量转型发展。要真信真用，务实笃行，坚持学而
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
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指导实践的不竭动力，勇挑
重担、敢当先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一以贯之
抓落实、重整行装再出发的使命感紧迫感，全面
做好浮山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开创全县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传基因、蓄能量，在薪火相传中
赓续精神血脉。要加强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充分
利用党史学习教育有利契机，广泛挖掘浮山的红

色资源、整理串联红色基因、系统讲好红色故事、
统筹打造红色基地，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真切地感
悟光荣与梦想、使命与奉献，让红色基因在浮山
这片热土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要打造红色教
育党建品牌，加快推进扁担精神纪念馆的规划、

布展、宣传和开放工作，通过历史再现、新媒体拓
展、特色课程打造、“扁担路”体验等方式，深入拓
展“扁担精神”这一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真正将
其打造成浮山红色教育党建品牌。要创新红色教
育方式方法，以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挖掘浮山

百年党史中的红色故事，用好革命文物，办好红
色旅游，广泛运用编印红色教育读本、开发红色
精品课程、设计红色研学路线等方式，增强教育
吸引力，完善红色教育基地软硬件设施水平，让
红色教育焕发出新时代风采。

会议要求，要守初心、扛使命，在推动发展中
彰显担当作为。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践
行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厚植为民情
怀，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转型发展中建功立业。
要围绕大局尽好责，围绕“办好‘三件大事’，做好

‘五篇文章’，打造‘一地一区一城’”的发展思路，
充分利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政策优势、距离
临汾市区最近的区位优势，总结运用人口小县改
革试点和农村“两委”换届试点经验，系统谋划、统
筹推进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疫情防控、安全稳定、
民生福祉等各项事业。要建强组织强引领，完善上
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有效避免“拦路虎”

“中梗阻”“断头路”等问题，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提供有力支撑，确保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要丰
富载体办实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做好
惠民富民文章，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聚焦党组织、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三个层
面，动员全县党员干部用心为民办实事、纾民忧、
解民困，切实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
实问题，全力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一桩
桩小事中展现党员风采、厚植执政根基。

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崭新的
姿态、更加昂扬的激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定信
心、顽强拼搏，务实笃行、锐意进取，为浮山蹚出
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而努力奋斗!

王兴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学细
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增强争先意识，
主动对标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致敬

“光荣在党 50年”前辈模范，见贤思齐、锐意进
取、争当先进、创新作为，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紧盯年度各项任务指标，进一
步补短板、强弱项，做强优势、做精特色，蹚出浮山
路径，创造浮山经验，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实现争先
进位，迈入第一方阵，切实以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效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要永葆先锋本色。以此次会议
为起点，开拓创新、拼搏实干，奋力蹚出高质量转
型发展新路。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再
接再厉、再立新功，发挥好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
用；全县各级党员干部群众要对照先进、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全县上下凝聚起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时代、建设新浮山的强大力量，让
党旗在神山大地高高飘扬。 （王博洋）

★全县优秀共产党员（80名）

闫振鹏 天坛镇一级科员
高 桐（女）天坛镇一级科员
张 鑫（女）天坛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高记鸿 天坛镇柏村村委会主任
张盛朝 天坛镇东街社区居民
尹向光 天坛镇南霍村村民
闫 艳（女）天坛镇西街社区网格长
梁俊丽（女）县人民医院影像科副主任、驻张庄镇

古县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牛世杰 张庄镇一级科员
孙 艳（女）张庄镇葛村乡村医生
杨永河 张庄镇史演河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郭万康 张庄镇熬圪塔村村民小组组长
侯玉钊 张庄镇牌子窑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马亚峰 张庄镇北宫村村民
郑泽旭 北王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乔江涛 县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驻北王镇臣

南河村工作队队长
李艳琴（女）北王镇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杨国峰 北王镇北张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

副主任
吕东丽（女）北王镇南安村党支部委员
孔庆丽（女）北王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职员
张海涛 北王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职员
梁 秀（女）响水河镇政府副镇长
赵丽蓉（女）响水河镇一级科员
李丹阳（女）响水河镇一级科员
卫雪林（女）响水河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尹进科 东张乡南卫村报账员
郭志花（女）东张乡辛壁村组织员
李学武 东张乡蛟头河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刘 振 东张乡李村党员
孟庆峰 东张乡东张村党员
卢立朋 东张乡南畔桥村村务监督委员成员
崔园园（女）槐埝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职员
陕凯峰 槐埝乡陕曲村村民

任金虎 槐埝乡北庄村村民
张其兴 槐埝乡灵中村退休干部
张 彬 寨圪塔乡二级主任科员
张 峰 寨圪塔乡四级主任科员
卫俊琪 寨圪塔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职员
张 文 县纪委监委二级主任科员
李学斌 县委统战部二级主任科员
齐盛云 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二级主任科员
杨 峰 县委办（政府办）三级主任科员
白江波 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李静静（女）县委巡察办专职副主任
李世忠 县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郝薛斌 县畜牧发展中心副主任
赵妮娜（女）县委办（政府办）一级科员
关秀敏（女）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
张 敏（女）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妇工委主任
毕海霞（女）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陕晓歌（女）县委政法委平安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李 玲（女）县人大法律法规调研中心主任
孙传飞 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张佰林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会主席
张青芳（女）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政策法规科教

股股长
张文玲（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科长
陈海霞（女）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透析科主任
秦海峰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浮山分局监测站

站长
陕彩丽（女）县供销社办公室负责人
袁 梦（女）县委政法委检查督导室职员
韩春艳（女）县政协信息中心职员
苗长青 县离退休老干部第四党支部党员
侯 辙 县离退休老干部第六党支部党员
李 倩（女）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员
曹文革 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职员
高启翔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员
杨红娜（女）县统计局职员
张鹏辉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职员
李 魏 县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职员

李青云（女）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职员
张 伟 县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职员
张晓丽（女）县委党校理论教师
郭永强 县教育体育局职员
贾 寓 北王中心校北张小学教师
孟继荣（女）东张中心校东张小学教师
闫燕珍（女）寨圪塔学校教师
翟马亮 县公安局天坛派出所副所长、四级

警长
张荣荣（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党员
秦 军 县神山驾校校长
郑红光 县厨师协会副会长

★全县优秀党务工作者（50名）

张健丽（女）天坛镇党委副书记
马俊峰 县人大法律法规调研中心职员，驻

天坛镇南王村第一书记
栗晓克 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科员，驻天

坛镇前交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周建党 天坛镇东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盖旭峰 天坛镇西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卫建忠 天坛镇赵家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李晓奇 张庄镇党委书记
孟翠翠（女）张庄镇党委副书记
秦小妹（女）张庄镇陈家圪塔村党支部书记
孙 勇 张庄镇杨村党支部书记
巢继方（女）张庄镇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崔建华 北王镇党委副书记
陕芳荣（女）北王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王亚龙 北王镇纪委副书记、监察室副主任
乔 波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非公党

建股股长、驻北王镇秀村工作队队长
王静飞 北王镇杜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陈双玲（女）北王镇史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徐宝蕾 响水河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张艺晨（女）响水河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马建峰 响水河镇中角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李 宝 响水河镇段村党支部副书记
李亚峰 东张乡党委副书记
李 星 东张乡卫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 猛 东张乡南卫村党支部书记
尹东锋 东张乡冯村党支部书记
王 渊 槐埝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许 安（女）寨圪塔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李 霞（女）寨圪塔乡川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张克亮 寨圪塔乡山交村党支部委员
李玉栋 寨圪塔乡供销社主任、乡财贸党支

部书记
刘金平（女）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商务局党支部书

记、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赵玉虎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文建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总支书记、

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周 鑫 县委宣传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
王二明 县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尹春妮（女）县总工会党支部书记、党组成员、副

主席
刘 丽（女）国家税务总局浮山县税务局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
李永清 县离退休老干部第三党支部书记
段桂芳（女）县离退休老干部第一党支部宣传委员
张 莉（女）县委政法委党支部组织委员
李 波 县中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
靳芳芳（女）县党群服务中心一级科员
姚 彬 天坛中心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齐红兵 县第二中学校党支部书记
尉建国 县第三中学校党支部书记
徐银慧（女）县公安局党建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
宋海燕（女）县职业中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李红春（女）县第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副园长

秦无畏（女）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委员会委员
王庆强 县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

★全县先进基层党组织（30个）

中共浮山县天坛镇东鲁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天坛镇湾子里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天坛镇南王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张庄镇徐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张庄镇滑家河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张庄镇小郭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张庄镇南张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北王镇堡子上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北王镇唐阁河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响水河镇东陈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响水河镇西北陈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响水河镇敦曹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东张乡西张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东张乡贯里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槐埝乡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槐埝乡槐埝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寨圪塔乡张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委员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委组织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委党校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人民法院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离退休老干部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畜牧发展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张庄中心校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文昌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海阔创伤骨科医院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民办幼儿园支部委员会

浮山县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全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浮山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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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李逢华 男，汉族，浮山县响水
河镇东陈村村民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陈亚斌 男，汉族，浮山县天坛

镇党委书记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浮山县北王镇臣南河村支

部委员会

★全市优秀共产党员

章小玢 女，汉族，浮山县槐埝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李 明 男，汉族，浮山县中学校教师

姚玉杰 男，汉族，浮山县玉杰食用菌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起飞 男，汉族，浮山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张 坚 男，汉族，浮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职员

★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乔 俊 女，汉族，浮山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刘伯瑾 女，汉族，浮山县寨圪塔乡党委副书记

卫永亮 男，汉族，浮山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副院长

古 鑫 男，汉族，浮山县张庄镇卫家河村支部书记

★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浮山县响水河镇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商务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天坛镇聚粮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浮山县中医医院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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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浮山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本版责编：王德政 本版校对：武雯燕

县委书记扈新起为县委书记扈新起为““两优一先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佩戴奖章表彰对象佩戴奖章 县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兴为县长王兴为““两优一先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佩戴奖章表彰对象佩戴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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