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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发〔2017〕1 号

中共吕梁市离石区委
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的
决 定

各乡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委各部、委，政

府各局、办、中心，各人民团体：

2016 年，离石区委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省

委“一个指引、两手硬”的治晋理政总方略，按照市委突出“六

个坚持”、实现“六新目标”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双先双区”

目标，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扎实推

进“六大攻坚”，全区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涌现出了一批

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

2017 年是全面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的起步之年，也是离石

实现率先脱贫的决战之年、全面推进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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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的深化之年。为进一步弘扬先进，树立典型，鼓舞干劲，

进一步推动全区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

对 2016 年度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进行表彰。希望受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继续保持优良作风、再接再厉，不断进取、

勇创佳绩。

区委、政府号召，全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向受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模范个人学习，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工作精

神，深入实施“双先双区”战略，推出抓好脱贫攻坚、转型发展、

从严治党“三件大事”，为不断塑造美好形象，逐步实现全面振兴

崛起而努力奋斗！

附：离石区 2016 年度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名单

中共吕梁市离石区委 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2 月 15 日

抄送：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区人大，区政协。

中共吕梁市离石区委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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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区 2016 年度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

名 单

一、2016 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 24 个）

1、综合管理及党委部门（2 个）

区史志办 区新闻办

2、经济管理部门（3 个）

区发改局 区财政局 区交通局

3、执法监督部门（2 个）

区环保局 区审计局

4、涉农部门（2 个）

区扶贫办 区水利局

5、社会管理部门（4 个）

区人社局 区司法局 区卫计局 区民政局

6、公共事业管理部门（2 个）

区环卫中心 区教育局

7、群团部门（2 个）

区文联 区妇联

8、乡镇（街道）（4 个）

信义镇 交口街道 西属巴街道 田家会街道

9、垂管部门（3 个）

区国税局 区工商分局 区地税局

奖励：牌匾一块

二、“六大攻坚”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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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脱贫攻坚

①产业扶贫先进集体（7 个）

田家会街道

吴城镇

枣林乡

红眼川乡

信义镇任家沟村

吕梁市蔡家崖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飞创油用牡丹专业合作社

②专项扶贫先进集体（3 个）

坪头乡

吕梁市离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吕梁市离石区电子商务商会

③社会扶贫先进集体（3 个）

中石化离石石油分公司

吕梁市泰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④机关驻村帮扶先进集体（13 个）

区委办公室 驻信义镇归化村

区委组织部 驻交口街道梁家焉村

区人大办公室 驻枣林乡十里村

区政协办公室 驻信义镇小神头村

区信访局 驻西属巴街道茂塔沟村



- 5 -

区委宣传部 驻坪头乡鹏凤山村

区委政法委 驻西属巴街道宋家湾村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驻田家会街道木问村

区教育局 驻红眼川乡殷家山村

区人民检察院 驻坪头乡樊包头村

区司法局 驻吴城镇任家塔村

区城乡建设执法监察大队 驻枣林乡彩家庄村

区水利水保局 驻吴城镇九里湾村

2、项目建设攻坚

①重点项目推进先进集体（5 个）

交口街道

晋能大土河热电有限公司

吕梁天源物流有限公司

吕梁北方电力云顶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吕梁离石炭窑坪煤业有限公司

②产业转型升级先进集体（4 个）

吕梁华睿云计算

山西中包凌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晶旭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甲醇公司

③农业特色产业先进集体（6 个）

吕梁市离石区仙农红枣核桃种植有限公司

吕梁市离石区碧野青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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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离石区吉海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吕梁市离石区年年收种养专业合作社

吕梁市离石区严村蔬菜专业合作社

吕梁市凯星农业有限公司

④招商引资先进集体（3 个）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吕梁市离石区鼎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山西商会

⑤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先进集体（4 个）

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离石分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

区信用联社

山西神州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⑥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先进集体（3 个）

区重点办

区城乡建设管理局

区水利水保局

⑦大众创业先进集体（4 个）

吕梁大万源商贸有限公司

吕梁市乐村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吕梁珍味谱食品有限公司

吕梁市泛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城乡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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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区“百日会战”先进集体(10 个）

西属巴街道

城北街道

莲花池街道

吕梁新区建设离石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指挥部安置组

区城乡建设执法监察大队

区公安局西属巴派出所

区公安局城北派出所

城北街道苏家崖村

西属巴街道留子局村

西属巴街道茂塔坪村

②棚户区改造先进集体(3 个）

滨河街道

凤山街道

交口街道交口村

③美丽乡村建设先进集体(3 个）

信义镇

交口街道高家沟村

吴城镇上王营庄村

4、生态建设先进集体（4 个）

滨河街道

田家会街道

西属巴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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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泰化集团有限公司

5、社会治理

法治离石建设先进集体（6 个）

莲花池街道

西属巴街道

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区司法局

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岗勤二中队

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6 个）

西属巴街道

区公安局

区东关小学校

交口街道乔家塔村

吴城镇上王营庄村

吕梁市泰化集团有限公司

③稳定工作先进集体（8 个）

滨河街道

区民政局

区公安局

区城乡建设执法监察大队

区法律援助中心

莲花池街道南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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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街道下安村

西属巴街道上安村

④安全生产先进集体（8 个）

西属巴街道

交口街道

区教育局

区文化局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离石分公司

中石化离石石油分公司

山西吕梁离石金晖荣泰煤业有限公司

⑤“平安离石”建设先进集体（3 个）

城北街道

区公安局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⑥民生工作先进集体（7 个）

交口街道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区江阴高级中学

区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

城北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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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社区建设先进集体(3 个）

滨河街道七里滩社区

凤山街道和平社区

莲花池街道昌宁社区

⑧“打黑除恶”先进集体（3 个）

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与刑事执行检察局

三、从严治党先进集体

1、“两学一做”先进集体(10 个）

滨河街道党工委

坪头乡党委

吴城镇党委

环保局党总支

卫计局党支部

国税局党委

凤山街道下水西村党支部

交口街道高家沟村党支部

西属巴街道缩缩岭村党支部

联翔电建党支部

2、基层组织建设先进集体(3 个）

交口街道党工委

检察院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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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镇新山湾村党支部

3、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3 个）

吴城镇党委

信义镇党委

区人民检察院

四、个人奖项

1、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特别奖（8 个）

闫寅春 区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主任

薛文琦 区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

冯志明 区环卫中心负责人

杨瑞明 区城乡建设执法监察大队队长

王常明 区教育局信访室主任

苏发燕 城北街道苏家崖村委主任

高晓龙 交口街道高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郝建强 西属巴街道霜雾都村党支部书记

2、优秀领导干部（24 个）

孙银爱 区史志办主任

任建忠 区新闻办主任

冯建斌 区发改局局长

刘 鹰 区财政局局长

王候明 区交通局局长

梁 涛 区环保局局长

薛永明 区水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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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平 区扶贫办主任

王润斌 区人社局局长

侯永强 区司法局局长

贺建平 区卫计局局长

牛秀珍 区民政局局长

冯志明 区环卫中心负责人

韩跃跃 区教育局局长

李心丽 区文联主席

王韶华 区妇联主任

任利星 信义镇党委书记

高瑊君 交口街道党工委书记

薛志强 西属巴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致滨 田家会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忠河 区国税局局长

秦彦湫 区工商分局局长

宋玉廷 区地税局局长

王兴开 区审计局副局长

3、优秀企业家（5 个）

张 伟 吕梁市泰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贾国平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王开斌 山西东江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海明 吕梁市育民食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虎平 山西中包凌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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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奖（8 个）

①杰出人才贡献奖（2 个）

赵旭东 山西晶旭新能源有限公司研发项目负责人

沈娅梅 区江阴高级中学校长

②优秀人才（6 个）

陈美章 山西中包凌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吴小明 山西中包华磊米罗环保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游军文 区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

张玉平 区林业局林业站站长

张丽芳 区城镇中学教师

吴杰才 西属巴街道文化站站长

5、优秀农村干部(24 个）

张虎拴 滨河街道七里滩村党支部书记

李志生 滨河街道前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梁继明 莲花池街道马茂庄村委主任

贾志平 莲花池街道刘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张元清 凤山街道袁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崔永红 凤山街道前王家坡村委主任

薛利明 城北街道李家沟村委主任

王吉狗 城北街道沙麻沟村党支部书记

蔡月旺 交口街道交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闫宝威 交口街道梁家墕村党支部副书记

武才明 田家会街道界峁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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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建文 田家会街道上楼桥村党支部书记

武贵乙 西属巴街道畔沟村村委会主任

吴俊小 西属巴街道瓦窑间村党支部书记

白雪兵 吴城镇街上村党支部书记

于春平 吴城镇上王营庄村党支部书记

闫文忠 信义镇新山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李振茂 信义镇归化村主任

闫香耀 坪头乡闫家坡村党支部书记

薛候勤 坪头乡磁窑沟村党支部书记

武军飞 枣林乡梁家岔村党支部副书记

闫 杰 枣林乡十里村党支部副书记

任耀杰 红眼川乡新舍科村党支部书记

吴荣杰 红眼川乡寺头村党支部书记

6、优秀农村“第一书记”(10 个）

李海峰 坪头乡焉口村第一书记

刘艳峰 坪头乡赵家山村第一书记

白鹏辉 枣林乡彩家庄村第一书记

杜卫军 枣林乡任家山村第一书记

张 强 信义镇归化村第一书记

雒晓奇 信义镇阳坡村第一书记

张程琼 吴城镇李家沟村第一书记

李亮亮 吴城镇陈家塔村第一书记

刘 晶 西属巴街道畔沟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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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世忠 交口街道高家沟村第一书记

7、驻村帮扶先进个人（11 个）

梁瑞兵 区委办干事 驻信义镇归化村

王 海 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驻交口街道梁家墕村

侯文富 区工商联副主席 驻信义镇严村

白雄伟 区政府办干事 驻西属巴街道高岭上村

王 强 区宣传部干事 驻坪头乡鹏凤山村

高纪斌 区审计局副局长 驻信义镇任家沟村

巩国平 区委老干部局干事 驻枣林乡山底沟村

孙少杰 区煤炭局队长 驻枣林乡三山集村

刘泽斌 区扶贫办副主任 驻枣林乡霍家塔村

任国栋 区统计局股长 驻西属巴街道盛地沟村

王鹏辉 区环卫中心党支部书记 驻坪头乡闫家坡村

8、先进工作者(110 个）

刘生祺 区委办干事

吴丽荣 区纪委干事

吴运伟 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雒丽勤 区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张德明 区人大办干事

李志珍 区政协办干事

尹红红 区编办科员

李 静 区委老干部局办公室副主任

高建华 区总工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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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丽红 区妇联办公室主任

申 杰 团区委办公室主任

李丽平 区工商联办公室主任

王林强 区信访局干事

高利峰 区党务信息中心干事

侯 伟 凤山街道武装干事

吴鹏利 区政府办干事

王千飞 区人社局劳动就业中心副主任

王宏伟 区人社局办公室主任

孙建伟 区科技局业务股股长

刘宝玉 区环保局监测站监测员

高燕峰 区环保局党办主任

杜新龙 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王荣伟 区史志办办公室主任

王 毅 区史志办编研室主任

张小梓 区体改中心干事

韶倩雨 区档案局干事

杨 斌 区治超办办公室主任

魏 璐 区委宣传部政教股股长

张建峰 区文化局办公室主任

任宏杰 区文旅中心办公室主任

高七强 区文联办公室主任

李迎兵 区文联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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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伟 区广电中心记者

郭雪梅 区新闻办团委书记

王燕华 区新闻办记者

刘 辉 区农委办公室主任

侯国红 区国土分局监察股副股长

张 宏 区水利局办公室主任

薛伟伟 区水利局河道站站长

贺永利 区林业局办公室主任

雒新娟 区民政局基政股股长

于 娟 区民政局计财股干事

乔建兵 区农经中心审计股股长

王军娥 区气象局工程师

薛建平 区扶贫办主任助理

赵志斌 区扶贫办产业股股长

李俊峰 区信用联社保卫股股长

李志华 区经信局国资股股长

陈晋芳 区财政局农财股股长

薛 琼 区财政局预算股干事

李玉峰 区交通局规划股股长

闫文星 区交通局运管所副所长

梁旭红 区审计局财政金融股股长

薛文玉 区审计局干事

张瑞林 区安监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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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斌 区煤炭局五人包保小组副组长

吴瑞琪 区国税局办公室科员

刘 明 区国税局纳税服务科科员

任建平 区地税局第一税务所所长

薛利锋 区地税局交口税务所副所长

薛云丽 区工商分局行政审批中心负责人

李 明 区工商分局办公室主任

郭 军 地电离石分公司西属巴供电所所长

刘金旺 区公路段副经理兼总工

王永祥 区供销社办公室干事

闫永斌 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成志军 区卫计局疾控股干事

王伟明 区卫计局应急股干事

成云伟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张建中 区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

冯艳梅 区中医院城东卫生服务站站长

高生娥 区疾控中心检验科科长

孙建成 区政法委综治督查科科长

成 杰 区法院研究室主任

李 伟 区检察院检查员

穆立华 区公安局吴城派出所指导员

邢智宏 区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

王 容 区司法局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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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燕 区残联干事

陈珍娥 区发改局股长

张凤琴 区发改局办公室主任

李 芳 区统计局干事

雷慧君 区城乡建设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任海霞 区粮食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吴 强 区重点办干事

谭亚东 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中心支部委员

薛锦红 区环卫中心办公室主任

薛红艳 区环卫中心下乡队员

张海鑫 区城乡建设执法监察大队法制股股长

张 艳 区教育局办公室干事

刘运华 区教育局安全法制股干事

翟旭虹 区进修校教师

王 婧 滨河街道办公室主任

张艳伟 莲花池街道办公室主任

李瑞祥 凤山街道司法所所长

张 琦 城北街道办公室主任

强小宇 交口街道办公室主任

葛昕梦 交口街道团委书记

陈 婷 田家会街道办公室主任

刘彦辉 田家会街道信访中心安监站干事

刘连宝 西属巴街道林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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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霞 西属巴街道民政助理员

郭 斌 吴城镇扶贫干部

张全贵 信义镇财政助理员

陈静芳 信义镇干事

史旭光 坪头乡办公室主任

王新义 红眼川乡办公室主任

韩 磊 西属巴街道新城办公室干事

安志坚 城北街道新城服务中心干事

姜利文 新区建设离石区指挥部宣传组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