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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新区(2名)
刘志兵 成都天府新区万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张 志 成都天府新区兴隆街道罗家店村党总支部书记

成都高新区(2名)
王 云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新园社区党委书记
谭光进 富士康（成都）科技工业园党委副书记

锦江区(2名)
赵 雷 成都市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区委“两新”工

委专职副书记
唐小波 成都骨科医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

青羊区(2名)
戴 涛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高级董事、总经理
徐稀星 成都市青羊区委老干部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金牛区(2名)
李 强 成都市第四十四中学校党总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何 箭 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街道西北街社区党委书记

武侯区(2名)
柯 伟 成都市武侯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新经济社会组织党工

委副书记，武侯区红牌楼商圈推进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高健男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党支部书记

成华区(2名)
杨剑鸿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培华路社区党委书记
廖永群（女） 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街道西北路社区党委书记

龙泉驿区(2名)
何 旭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党委书记
李家华 成都经开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筹）负责人

青白江区(2名)
牟 莉（女）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党委书记
胡显建 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光明村党总支部书记

新都区(2名)
民 荣（女） 成都市新都区金东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副总干事助理
张正明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崇义社区党委书记

温江区(2名)
帅 仑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党委书记
周亚丽（女）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街道光华社区党委书记

双流区(2名)
杨海鸥（女） 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云华社区党委书记
谢桂芳（女）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紫东阁社区党委书记

郫都区(2名)
张 雪（女）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书院社区党委书记

杨模芹（女）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街道德之源大蒜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德源街道农改办主任

简阳市(2名)
向春东 四川海大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饶和斐（女） 成都市温江区花卉园林局林政林产科副科长（挂职

简阳市三合镇党委委员、石马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都江堰市(2名)
高 尚（女） 都江堰市灌口街道党工委书记
饶 秋（女） 都江堰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委员、手语教师

彭州市(2名)
王文书 彭州市教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宁 宇 彭州工业开发区党群（人才）工作部工作人员、党建指导员

邛崃市(2名)
孙永勋 成都川力智能流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张树千 邛崃市桑园镇黑虎村党总支部书记

崇州市(2名)
李铭剑 崇州市白头镇党委书记
杨 庆（女） 崇州市国资党工委委员、财政局机关党委委员

金堂县(2名)
古燕林（女） 金堂县五凤镇五凤溪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杨 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新津县(2名)
孙双英（女） 新津县永商镇烽火村党总支部副书记
江蔚波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大邑县(2名)
曾 臻（女） 大邑县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唐小娟（女） 大邑县晋原街道芙蓉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蒲江县(2名)
罗 田 成都海川制盖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孙争明 蒲江县鹤山街道飞龙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市直机关工委(2名)
杨子弟 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离退休室主任
程世斌 成都市审计局电子数据审计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市委教育工委(2名)
蒋家胜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学部党支部书记、主任
欧 永 成都市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党总支部宣传委员、光华校

区一支部书记、德育处副主任

市委国资国企工委(2名)
青 倩（女）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周悦静（女）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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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组织名单
成都天府新区(3名)

白 磊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战略研究局智库建设处主任科员
陈超宇 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治安支队民警
林 余（女） 成都天府新区太平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成都高新区(4名)
张洪标 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创新发展处工作人

员（挂职草池镇三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冷 文 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永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工作站站长
张 坤（女） 成都天府软件园园区党委书记、成都天府软件园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何 敏（女） 成都高新区锦城小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办公室主任

锦江区(4名)
韩凌飞 成都市锦江区创意产业商务区管委会投资服务中心

负责人
李治平 成都市锦江区法院执行工作局审判员
唐 璐（女） 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春熙路派出所三级警长
胡 昳（女）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青羊区(4名)
叶 鸿（女） 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街道草堂路社区党委书记
曹 犇 成都市青羊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管理科科长
付 锦（女）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张仁俊 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黄瓦街派出所所长

金牛区(4名)
张 波 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汇泽路社区党委书记
李时蓉（女）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街道花照社区党委书记
何玉宣 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牛永全 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街道东一路社区党委书记

武侯区(4名)
向万军（女）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北路社区党委书记
李含荣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晋阳社区党委书记
严晓蓉（女）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项目促建科科长（挂职甘孜

州白玉县扶贫移民局副局长）
穆 亮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巡警大队副大队长

成华区(4名)
羊 波（女） 成都市成华区双桥子街道残疾人专职干事
王维令 成都市双林小学副校长
范仲奎 成都市成华区地税局机关党办主任科员

黄忠兵 成都谊兴出租车公司司机

龙泉驿区(4名)
曾明秀（女）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崇德社区党委书记
张天义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长松村党委书记
贾联群（女） 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装厂成本管理员
郑仕诚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青白江区(3名)
刘德忠 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局（区政务中心）协调服务科科长
龚武清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清泉镇公立中

心卫生院副院长
衡 波 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刑警大队三级警长

新都区(5名)
何 建 成都市新都区先农家庭农场场主
韩宽怀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外科及重症医学科主任
魏永翠（女）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正因社区党委书记
张承孝 成都市新都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吴凤权 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新繁派出所三级警长

温江区(3名)
甄 能 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项目促进三科科长
鄢 斌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街道办事处基层治理科科长
石凯荣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双流区(4名)
谢 毅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 萍（女） 成都市双流区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审判庭副庭长
韩凯平 成都市双流区协和街道三江社区党总支部委员、居

委会主任
朱思玲（女） 成都伞塔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财务总监

郫都区(4名)
高德敏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党总支部书记
裴 娟（女） 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张家全 成都市郫都区妇幼保健院党总支部书记、院长
杨 蓉（女）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大都会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简阳市(5名)
周立波 简阳市委办公室综合室副主任
唐 华 简阳市贾家镇财政所负责人、快乐村党支部书记
庞 义 四川省简阳中学教务处主任
代 陈 简阳市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挂职甘孜州德

格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洪国 四川阳安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

都江堰市(5名)
张全书 都江堰市向峨乡邮政代办所聘用邮递员
欧永贵 都江堰市玉堂镇龙凤社区党支部书记
赵 霞（女）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干事
钟先平 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安青社区党委书记
谢依春 成都市长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常务副

总经理

彭州市(5名)
张乐付 彭州市军乐镇银定村党总支部书记
王大浒 彭州市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挂任阿坝州黑水县人

民医院放射科医师）
罗世洪 彭州市民政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敖平镇鹤

泉村党委第一书记
周 杨 彭州市爱之援公益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袁仕明 彭州市湔江堰管理处职员

邛崃市(4名)
田光军 邛崃市文君街道金桂社区党委书记
吴 松 邛崃市天台山镇太和九年制学校教师
孔祥华 邛崃市大同乡陶坝村党支部书记
左江波 邛崃市交通运输局法规科科长（挂职阿坝州九寨沟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助理）

崇州市(4名)
方 科（女） 崇州市道明镇党政办主任、龙黄村党总支部第一书

记、竹艺新村党支部书记
王凤琼（女） 崇州市集贤乡山泉村村委会主任
陈 建 崇州市崇中展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志伟 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党委书记

金堂县(5名)
谢 军 淮州新城管委会两委办挂职副主任、金堂工业区管

委会综合办主任
伍小波 金堂县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挂职甘孜

州理塘县交通局副局长）
钟成新 金堂县赵镇街道玉龙街社区11组组长
孙向兵 金堂县又新学校副校长
江 景（女） 金堂县纪委研究室（法规室）副主任

新津县(4名)
肖建军 新津县新平镇董大桥村1组组长
车丹丹（女） 新津县花源镇纪委副书记
蒋希松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低温车间带班主管
卢 曦（女） 新津县信访局办公室主任

大邑县(3名)
余建军 大邑县王泗镇庙湾村党支部书记
王 波 大邑县城乡建设局村镇科科长
陈 莉（女） 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部副书记

蒲江县(3名)
叶 伟 蒲江县西来镇福田村党支部书记
叶 宇 蒲江县光明乡纪委副书记、经发办主任（挂职甘孜州

泸定县政府办副主任）
陈 奇（女） 蒲江县明月国际陶艺村文创园区党委副书记、蒲江县城建

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明月国际陶艺村项目推进工作组组长

市直机关工委(5名)
李建华 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
梁益建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大外科副主任、骨科主任
郑文波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第七秘书处主任科员
袁华美（女） 成都市农委（市委农工办、市供销社）研究室主任科员
刘 勇 成都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市委教育工委(2名)
李 宇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教师
闫敬忠 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德育处副主任

市委国资国企工委(5名)
江 婕（女）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江婕服务岗主办
文 淼（女、回族） 成都市天府源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德标 成飞公司工装设计制造高级工艺师
刘 敏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制水分公司副经理
梁 松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成都天府新区(5个)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委
成都天府新区煎茶街道平安村党委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党总支部
成都天府新区正兴街道苏码头社区党总支部

成都高新区(4个)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府城社区党委
四川新网银行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高新区董家埂乡蝴蝶村党支部
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局党支部

锦江区(4个)
成都市锦江区水井坊街道党工委
成都市锦江区盐市口商圈综合党委
成都市锦江区双桂路街道牛沙路社区党委
成都市锦江区地税局机关党委

青羊区(4个)
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党工委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党委
成都市青羊区城市管理局汽车队党支部
成都市青羊区法院第五党支部

金牛区(4个)
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永陵社区党委
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九里堤派出所党支部
成都市金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部

武侯区(4个)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党委
成都市武侯区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太平社区党委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大合仓商圈综合党委

成华区(4个)
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党委
成都市成华区信访和群众工作局机关党支部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道致强社区党总支部
成都市成华区旧城改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龙泉驿区(4个)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五星社区党总支部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部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青白江区(5个)
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党委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湾村党委
成都市青白江区科技经济和信息化局党支部
成都丽雅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广场社区党委

新都区(3个)
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三河村党总支部
成都市三原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党支部
成都市新都区司法局机关党支部

温江区(5个)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党委
成都市温江区地税局机关党委
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道长安路社区党总支部
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管委会党工委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党总支部

双流区(4个)
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
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八角社区八角水寨党支部
成都市双流区对口支援工作指挥部党支部
成都市双流区安监局党支部

郫都区(4个)
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合兴社区党委
成都市郫都区安靖街道蜀绣产业基地党支部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双柏社区党委
成都市郫都区公路养护管理所党支部

简阳市(4个)
简阳市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站党支部
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简阳市简城第一幼儿园党支部
简阳市平泉镇荷桥村党支部

都江堰市(3个)
都江堰市幸福街道党工委
都江堰市柳街镇金龙社区党总支部
成都飞来峰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彭州市(4个)
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党委
彭州市图书馆党支部
彭州市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党支部
成都赛特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邛崃市(4个)
邛崃市羊安镇党委
邛崃市夹关镇临江社区党委
邛崃市水口镇纸房沟村党支部
四川省瑞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崇州市(4个)
崇州市三郎镇党委
崇州市住房和建设局机关党委
崇州市大划镇党委
崇州市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党委

金堂县(3个)
金堂县投资服务局机关党支部
金堂县广兴镇党委
金堂县淮口镇龚家村党总支部

新津县(3个)
新津县五津街道平岗社区党总支部
新津县金华镇党委
新津县安西镇月花村党总支部

大邑县(5个)
大邑县国税局机关党委
大邑县沙渠镇党委
四川天邑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部
大邑县流动党员拉萨党委
大邑县花水湾镇伍田村党支部

蒲江县(5个)
蒲江县法院党总支部
蒲江县大兴镇党委
蒲江县寿安镇吕石桥村党总支部
蒲江县大兴镇水口村党总支部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市直机关工委(5个)
成都市委办公厅综合四处党支部
成都市检察院未检处党支部
成都市地税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成都市文明办党支部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党总支部

市委教育工委(2个)
成都大学机关党委学工党支部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第三党支部

市委国资国企工委(4个)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公交集团运兴巴士有限公司快速车队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九工厂发动机一部党支部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100名)

成都市优秀党务工作者(50名)

成都市先进党组织(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