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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年波澜

壮阔的光辉历程。100年来，我们党始终

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

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

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

目相看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条战线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为表彰先

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

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

授予吴良镛等384名同志、追授李献忠

等16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授予陈炎顺等298名同志、追授蒙汉等2

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

予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等

4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

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

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

事迹和崇高精神，鲜明昭示了党的理想信

念宗旨，继承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充分

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

成果，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

形象。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

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定理

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践行根本宗旨，

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

斗；带头攻坚克难，强化使命担当，努力创

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业绩；严守纪律规矩，发扬优良作风，清清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干事，永葆清正廉洁

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

先进集体学习，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

职责，带头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自觉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执行民主集中

制，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政

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在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党中央希

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时代前景光明壮丽，新征程奋斗未

有穷期。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正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党同志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开拓奋进、扎实工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1年6月28日）

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400名）

北京
吴良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离

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童朝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

病研究所所长

刘黎（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濮存昕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副院

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兼职）、中国戏剧家

协会主席

孟昆玉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

理局中心区交通支队副支队长

杨平（女）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

玉桥东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方秋子（女）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京沈高速公路分公司“秋子

服务”品牌带头人

王克荣（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护

士长

段小龙 北京市密云区密云水库综

合执法大队溪翁庄执法分队队长

蔡瑞 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消防救援

支队故宫特勤站政治指导员

夏虹（女） 北京夏虹公益促进中心

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宋学文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

司快递员（京东物流北京海淀鼎好配送站

站长）

天津
王静康（女） 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天津大学原国家医

药管理局医药结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天

津市科协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褚斌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孙冀 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

七支队副支队长、四级高级警长

孙德岭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孟祥飞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

任助理

林则银（女，布依族） 天津市北辰区

瑞景街道宝翠花都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

褚新红（女）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

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

河北
刘保朝（满族）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分公司桲罗

台支局邮递员

尹计平 河北省正定县正定镇塔元

庄村党支部书记

于桂亭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

孙晨华（女）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中国电科

首席科学家

魏建军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郑百芹（女） 河北省唐山市食品药

品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唐

山市妇联副主席（兼职）
马希军（回族） 河北省廊坊市环境

卫生管理局城肥管理处副处长
陈树波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
田永君 燕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新利（回族）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第十党支部书记、十分公司经理
唐笑宇（满族）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炼钢厂特档技术主管、转炉车间副主任
宋嗣海 河钢集团塞钢党支部书记、

执行董事，唐山钢铁副总经理

郭金智 国家电网冀北电力有限公

司承德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郝艳斌 河北省安新县安新镇西里

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居艳梅（女） 河北省故城县医院党

总支书记、院长、妇产科主任

李献忠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职工医院原党支部书记、院长

王建威 河北省望都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长

李会明 河北省武强县武强镇南立

车村原党支部书记

山西
彭堃墀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晋文 山西省晋中市原红军荣军

休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离休）

原贵生 山西省河津市清涧街道龙

门村党委书记

任红梅（女）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桥

头街道段南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

贺星龙 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

堂村党支部副书记，乡村医生

毕腊英（女） 山西省高平市寺庄镇

伯方村村民

周建民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淮海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十四分厂钳工

毛益民 山西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

局局长

王润梅（女） 山西省太原市市政公

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第二道路排水养护

管理所党支部副书记、副所长兼水道三组

组长

内蒙古
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 内蒙古自

治区乌拉特后旗公安局潮格温都尔镇派

出所教导员、四级高级警长

武汉鼎 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原

畜牧局盆地青乡兽医站站长

黄平平 内蒙古工业大学信息工程

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李珺（女）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妇

联主席、一级主任科员

王士良（满族）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防务事业部604车间数控

车二班班长，全国青联十三届常务委员会

委员

赵辉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六家煤矿信息中心副主任

衣丽杰（女，满族）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信访局党组成员、信访接

待中心主任

辽宁
尉凤英（女） 原沈阳新阳机器制造

公司副厂长、工会主席

陈洪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名誉院长，中国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国

家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免疫皮肤病学重

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玉奇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化

学激光重点实验室主任

洪家光 中国航发黎明工装制造厂

夹具工段制造工程师

李殿中（满族）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党委委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

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先进钢铁材料

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侯贵 辽宁省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

村村民

陈帅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巡特警

支队特警突击队大队长、一级警长

陈秀艳（女）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

柳树镇太平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绍永 辽宁省辽阳市轧钢厂党支

部书记

张腾蛟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装车间焊工

马凤侠（女）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

山南街道福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晓云（女）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

吉林
汪尔康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罗昭强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调试车间车

辆装调工

樊晨（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文

庙街道天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贵满 吉林省梨树县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

站副站长

具鲜雄（朝鲜族） 吉林省东丰县公

安局东丰派出所教导员、一级警督

徐振明 吉林省通化市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中心离休干部，通化市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所原所长

王国栋 吉林省松原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金春燮（朝鲜族） 吉林省汪清县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主任

黑龙江
刘永坦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新民 大庆油田中东分公司党总

支副书记、经理，DQ1205钻井队队长

张宝金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

宝村党总支书记

聂守军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

分院党委委员，水稻品质育种所所长、研

究员

冷菊贞（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民

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饶河县西林子

乡小南河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

张英善 原黑龙江省乌马河林业局

乌马河森林经营所营林工人

孙杰 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铁人

分局社区警务一大队四级高级警长

吕仙华（女，朝鲜族）黑龙江省鸡东县

人民法院鸡林法庭庭长

陈华 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原

二级巡视员，绥棱县靠山乡靠山村原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上海
邹世昌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敏（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二级高级主办

严正 上海市静安区彭浦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科团队长

孙刚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基础研究技术经理

陈火培 上海市奉贤区西渡浦达装

饰公司退休工人

陈赛娟（女） 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

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昌富 中铁十五局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董事

杨怀远 原上海海运局长柳轮客运

部服务员

王利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汽车用钢开发与应用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何学锋 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党

委副书记、校长

官景辉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总队十二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四

级高级主办

江苏
崔根良 亨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

主席

周善红 江苏万顺机电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何健忠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省泰兴市分公司城区分局党支部书记、

江平路支局支局长

李银江 江苏省盱眙县桂五镇养老

党支部书记、敬老院院长

王爱东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黄河

水上志愿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宿迁

市志愿者总会会长

权太琦（女） 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新浦汽车总站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

席，共青团连云港市委副书记（兼职）

邢青松 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

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南京市高淳区

砖墙镇茅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叶聪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〇二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方美芳（女）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丹阳市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中

心配电运检技术兼党支部副书记

朱永 江苏省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小

学教师

孙英（女） 江苏省无锡市纪委副书

记、监委副主任、一级调研员

吴惠芳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

联村党委书记，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局副主席

罗斌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

王永红（女，满族） 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服务保障

中心主任

段玉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怀仁 江苏省东台市五烈镇甘港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耀华 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眼科

副主任

黄强 江苏省港口集团苏州港张家

港港务集团港埠分公司门机司机、黄强组

组长

郭宏新 中圣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浙江
陈立群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原校

长，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终身名誉校长

鲁冠球 万向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

局主席

傅平均 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

滕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宁波滕头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杨晓峰 浙江省永嘉县公安局特警

大队副大队长、四级警长

朱丽华（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丽华中医诊所所长，嘉兴市残疾人联合会副

主席（兼职），嘉兴市盲人协会主席（兼职）

盛阿伟 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晓鸿（女）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柯桥街道大渡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谢高华 浙江省衢州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原义乌县委书记

胡兆富 浙江省常山县人民医院医

师（离休）

杨玉斌 浙江省嵊泗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花鸟乡党委书记

吕义聪 浙江福林国润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浙江汽车职业技术

学院董事长助理

吴克甸 浙江省庆元县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

程本 浙江省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一站站长

黄坚钦 浙江农林大学省部共建亚

热带森林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林

学学科负责人、森林培育学科党支部副书记

安徽
王於昌 安徽省原萧县百货公司副

经理

常印佛 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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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连平 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卜陈学

校退休教师

陈陆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消防救

援大队原政治教导员

梁轶飞 安徽省桐城市水利局党组

成员、水利水保工程建设管理所所长，市

防汛技术指导组组长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

张劼 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六大队政委

杨杰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技能培训师

吴瑞武 安徽省临泉县发改委（县公

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主

任（局长）

周雪峰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实验小

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孔胜兵 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普

外科主任、肝胆外科病区主任

李虎成 安徽省来安县公安局大英

派出所所长、三级警长

马本萱 安徽麦卡出行汽车有限公

司出租车驾驶员

福建
林占熺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菌草所党支部书记、国家菌草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谢华安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贞良 福建省福州市红庙岭垃圾

综合处理中心生产科副科长

陈清洲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二

级高级警长

陈欠水 福建省惠安县人大常委会

原助理调研员

黄秀泉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良种繁育场党支部副

书记，三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兼职）

刘家富 福建省宁德市水产技术推

广站原站长，农业推广研究员

兰臻（女，畲族）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

小学党委书记

傅光明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西
颜龙安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邹德凤（女）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

院医疗服务部主任，江西省巾帼志愿服务

协会会长、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道邹德凤

志愿服务团团长

周裔开 江西省都昌县鄱阳湖儿童

慈善救助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姚石玉 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信访局

副局长、珠山区委信访局局长

陈步上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腊市

镇明塘村村民

周淑琴（女）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泗沥人民法庭庭长

袁守根 江西省信丰县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信丰县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顾问

陈训杨 江西省高安市大城镇洲上

村村民

兰念瑛（女，畲族） 江西省资溪县乌

石镇新月畲族村第一书记

山东
谭旭光 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潍柴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重汽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耿遵珠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贾寨

镇耿店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廖增太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孔令让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

田象霞（女） 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

村南村街道西区联合党委书记，西区社区

党委书记

潘鲁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

许传江 山东省莒县城阳街道岳家

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云杰 海尔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局副主席、总裁

杨守伟（女） 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

利院副院长

刘昌法 山东省淄博市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淄博市淄川区太河

镇东东峪村第一书记

韦金城（壮族）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

究院道路工程研究室主任

孙法选 山东省枣庄高新区行政审

批局科员

李学海 山东省安丘市辉渠镇谋家

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谢立亭 山东省济宁市原市中区委

老干部局局长，济宁市任城区阜桥街道牌

坊街社区谢立亭正能量宣传党小组组长

刘志春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

戚恩雨 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环翠

分局党委委员、一级高级警长

孙一倩（女）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乙二醇车间专业工程师

郭培正 青岛（胶州）辣椒产业商会

（协会）党委书记

张红霞（女）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魏桥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克成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蒙阴

县税务局旧寨税务分局一级主办

亓民川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城

西法庭庭长、一级法官

马化彬（回族）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

区天中街道南城社区党委书记

燕如成 山东省平邑县郑城镇四合

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河南
郭天财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

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张玉滚 河南省镇平县高丘镇黑虎

庙小学校长

宋兆普 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郭光俊 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梅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王涛 国务院研究室秘书司处长，河

南省淅川县毛堂乡银杏树沟村第一书记

李淑团（女） 三门峡中原量仪股份

有限公司装配车间高级磨工

祁兴磊 河南省泌阳县畜牧技术服

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陈晓磐 河南省临颍县公安局皇帝

庙派出所指导员、二级警长

韩宇南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周口

市税务局老干部科科长，河南省太康县马

厂镇前何村第一书记

罗传周 河南省新县陡山河乡白沙

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大连海翔

腾珑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俊贤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原院

长、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靳月英（女） 河南省淇县黄洞乡鱼

泉村原党支部委员

庞国明 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党委

委员、国家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创建

办公室主任

郭伟（回族） 河南省商丘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商丘市立医院院长

尚广强 河南宏达木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

李彦增 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李隆 河南省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副支队长兼灭火救援指挥部部长

郁林英（女） 河南省林州市黄华镇

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文政 河南省沁阳市西向镇人民

政府退休干部，西向镇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王建勋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

公司捻织二厂布机保全工段长

赵玉甫 河南省清丰县马庄桥镇赵

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庄桥镇

人民政府副镇长

湖北
魏登殿（回族） 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

回族乡坎子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崔崑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睿（土家族） 湖北省咸丰县清坪

镇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

派出清坪镇监察室原主任

谢爱娥（女） 湖北省洪湖市滨湖街

道滨斗湖村村委会委员、妇联主席

刘发英（女，土家族） 湖北省长阳土

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

熊会萍（女） 湖北省襄阳市公交集

团二分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27路党支

部书记

续辉（女） 湖北省通城县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师

汤俭民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原农

业局主任科员

张美平 湖北省天门市环境卫生管

理局党支部委员、副局长

许奎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

事侦查大队教导员

吴少勋 劲牌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兼总裁

李春舫 中南工程咨询设计集团中

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陈正洪 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党委

委员、副主任 下转A08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2021年6月3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刘笑非

美编：杨薇 检校：卫小林 原中倩
A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