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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鸡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一、宝鸡市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
对象（100 名）：

于  鹏  龙源陕西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马国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二二

台发射机房党支部书记、机房主任

马艳卿（女） 原宝鸡市百货纺织

品公司退休职工

王  军  扶风县城关街道党工委

书记、扶风新兴产业集聚服务中心党

工委书记

王  斌   渭滨区石鼓镇党委书记

王九利  陈仓区慕仪镇利民秸秆

机械化加工利用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

记、理事长

王少丽（女）  岐山县环卫站清扫

保洁管理一组组长

王风莉（女）  渭滨区高家镇水泉

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永红  宝光股份灭弧室产品制

造部表面处理工段段长兼分会主席

王百灵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

公司铸造厂党支部书记、厂长

王居奎  千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

王晓伟  原宝鸡市扶贫办社会扶

贫工作协调中心主任

王高红  陕西宝枫园林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惠霞（女）  宝鸡市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科主任

艾青春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田建礼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自动化设备分公司铣床工

田海燕（女）  金台区东风路街道

宝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冯海涛  宝鸡文理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教师

兰志超  眉县疾控中心党支部副

书记

兰宏科  扶风县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

宁小旭  陈仓医院党总支副书

记、院长

权  宏  金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朱  悦（女）  宝鸡市公共交通有

限责任公司 37 路驾驶员

乔建华  扶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乔建敏  宝鸡电视台总工、技术

部主任、播出中心主任

任宏超  宝鸡市河务工作站主任

刘立伟（满族）  凤翔区南指挥镇

南指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刘建林  眉县汤峪镇楼观塬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斌侠（女）  岐山县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孙  辉  金台区蟠龙镇晓光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苏旭阳  岐山县雍川镇党委书记

李  玮  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场主体服务中心主任，陈仓区拓石

镇杨家川村第一书记

李  彦  扶风县杏林镇党委书记

李小虎  宝二发电公司生产技术

部调度组组长

李天良  陕西通运专用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李妙云（女）  麟游县招贤镇党委

书记

李建国  西北机器有限公司金属

结构分厂电焊工

李彦伟  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管理处城乡低保科科长、一级主任

科员

李鹏涛  宝鸡创威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管网运行部供水抢修主管

李慧玲（女）  陕西长美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陕西美

神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杨  阳  宝鸡市欣鑫源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杨  波  麟游县招贤镇阁头寺村

第一书记

肖林科  岐山县中医医院骨二科

主任

吴宏斌  高新区八鱼镇鱼池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  涛  高新区马营镇黄家山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宏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渭

滨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渭滨区

石鼓镇茵香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张  旻  渭滨区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干部、渭滨区神农镇邵家山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张  勇  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

中山东路派出所一级警长

张小卫  陈仓区贾村镇党委书记

张云涛  陈仓区虢镇初级中学教师

张永刚  千阳县南寨镇党委书

记，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办公室主

任，宝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全课  陈仓区外资中心主任

张会军  陕西和氏高寒川牧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

张红刚  高新区税务局党建科专

职党务干部

张录强  凤翔区长青镇高嘴头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凌云（女）  凤翔区陈村镇槐北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文革  太白县鹦鸽镇瓦窑坡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永强  扶风县绛帐镇凤鸣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勤莉（女） 渭滨区姜谭路街道

姜谭路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新岗  岐山县蒲村镇鲁家庄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县国有崛山林场副

场长

范向兵  扶风县鑫乔山楂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金  辉  凤翔区林业技术推广站

森防组组长、五曲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玮  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

周秋成  宝鸡先行电力（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再锋  宝鸡市殡葬管理处常羊

山公墓主任

屈  洋（满族）  宝鸡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豆类研究室主任

赵  伟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  波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七二四台甲乙机房主任

赵  辉  宝鸡市卫健委机关第五

支部书记、疾控与职业健康科科长

赵永刚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水

上运动中心主任、赛艇项目高级教练

赵林虎  陇县国有八渡林场副场

长、天成镇铁塬村驻村工作队员

赵宝英  眉县横渠镇党委书记

赵锦晨  宝鸡市公安局凤翔分局

治安管理大队四级警长

郝婉月（女）  凤翔区育才幼儿园

党支部书记、园长

胡永锋  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党

支部书记、局长兼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支队执法五大队（高新大队）大队长

段瑞利（女）  凤县双石铺中学教师

胥志文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老科

协荣誉会长

贺永平  陕西地矿第三地质队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贺军社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贾  鑫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宝鸡卷烟厂生产设备科党支部组

织委员、科长

贾永红  陈仓区慕仪镇齐西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恩科  陕西岐丰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殷军平  高新区马营镇党委书记

高红卫  凤县双石铺镇兴隆场村

党支部书记

高林文  金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硖石镇董家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

唐  宏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机关

党委副书记、教育体育局局长

龚甦文  陕西凤县四方金矿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陕西黄

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  远  宝鸡市固体废弃物处理

中心长寿沟生活垃圾填埋场副场长

梁新科  陇县东风镇党委书记

彭建军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

公司西安专用管分公司管加工一分厂

维修班班长

葛建军  陇县东风镇下凉泉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韩  超  宝钛集团锻造厂设备科

科长

韩水杰  岐山县益店镇宋村村党

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韩宏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宝鸡市陈仓区分公司投递组组长

焦金良  眉县林业局退休干部

雷建卫  宝鸡市中心医院肿瘤外

科主治医师

翟茹莘（女）  金台区西关街道西

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樊维刚  千阳县水沟镇夹咀村第

一书记

霍晓飞  宝鸡市公安局刑事侦查

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管

穆君孝  扶风县召公镇聚粮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二、宝鸡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
彰对象（50 名）：

马  洁（女）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

校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

王文伟  扶风县法门镇离退休干

部党总支书记

王红芳（女）  陈仓区虢镇街道东

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巨  伟  宝鸡卷烟厂制丝车间党

支部书记、分会主席

牛晓阳  扶风县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

田  丹（女）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组织部党建主管

史晓辉  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三级主任科员、东风镇娘娘庙村

第一书记

史萌萌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经营规划部部长兼

经营规划部党支部书记

冯芳萍（女）  宝鸡市社会福利院

办公室干部

朱宗让  凤县留凤关镇党委书记

任旭红（女）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组织干事

许  蓉（女）  宝鸡市文化艺术中

心综合部干部

严春春  眉县横渠镇横渠村党总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宁博  凤翔区委组织部公务员

组组长

李亚林  陈仓区东关街道西秦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  帆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

部部长

杨晓璐（女）  渭滨区清姜街道烽

火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连咏梅（女） 千阳县教育体育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吴高万  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会计师

沈万宁  西北机器有限公司医疗

电子装备事业部党支部书记兼副总经理

宋烈侠（女）  陕西省太白林业局

组织宣传科科长、机关一支部书记

张  正  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西凤酒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斌  金台区金河镇党委书记、

金河工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  斌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

张小娟（女）  法门文化景区管委

会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张元锋  千阳县城关镇党委书记

张永宁（女）  宝鸡市环境保护宣

传教育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张保生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纪委

副书记、党办主任、机关党委书记

张晓卫  凤翔区田家庄镇党委书记

陈忠和  宝鸡市检察院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

陈治儒  宝鸡中学党政办主任

周晓峰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后勤

管理服务处党支部书记、综合服务科

科长

屈兴隆  宝鸡市公安局强制隔离

戒毒所副所长

赵文军  宝鸡西北有色七一七总

队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赵红超  麟游县丈八镇豁口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赵彦丽（女）  陕西地矿第三地质

队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主任

赵晓俊（女）  岐山县北方机械有

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工

会主席

侯嵘朝  太白县桃川镇党委书记

姚玉华（女）  宝鸡技师学院机关

党支部书记、党政办公室主任

耿秀萍（女）  宝鸡文理学院外国

语学院教工专业英语党支部书记、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党颖杰（女）  宝二发电公司纪委

副书记、纪委办公室（审计部）主任

侯小宁（女）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

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机

关党办党支部组织委员

姬  雄  宝鸡市卫生监督所党总

支副书记、副所长

梁文仓  岐山县凤鸣镇凤鸣东路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梁文强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党委

党建部（党委宣传部）党务管理

韩昭侠（女）  宝鸡市林业科技信

息中心党支部书记

程保卫  陇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

童永亮  麟游县教体局机关党支

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团工委书记

雷慎霞（女）  陕西华誉物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樊子萍（女）  金台区十里铺街道

宏文路东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三、宝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
彰对象（60 个）：

岐山县
岐山县凤鸣镇党委

岐山县京当镇小强村党总支部

岐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岐山县华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党

支部

扶风县
扶风县段家镇段家村党支部

扶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机关党支部

扶风县自然资源局机关党支部

陕西新贸物流配送连锁集团党总

支部

眉  县
眉县首善街道党工委

眉县齐镇齐镇村党总支部

眉县中学党委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眉县供电分公司党支部

眉县天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

支部

千阳县
千阳县张家塬镇党委

千阳县南寨镇南寨村党支部

陇  县
陇县东南镇东兴村党支部

陇县西大街小学党支部

陇县人民医院党支部

凤  县
凤县黄牛铺镇三岔河村党支部

凤县嘉陵绿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党支部

太白县
太白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

麟游县
麟游县九成宫镇铁炉沟村党支部

金台区
金台区陈仓镇党委

金台区群众路街道金河尚居社区

党支部

金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宝鸡市金台高级中学党支部

渭滨区
渭滨区非公和社会组织党工委

渭滨中学党总支部

宝鸡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

陈仓区
陈仓区坪头镇大湾河村党支部

陈仓区千渭小学党支部

陈仓区气象局党支部

陈仓区慈善协会党支部

市第二中医医院党总支部

凤翔区
凤翔区虢王镇九家庄村党支部

凤翔区范家寨镇赵村营村党支部

凤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

凤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凤翔师范附属中学党支部

高新区
高新区天王镇小塬村党支部

宝鸡高新医院党委

 

宝鸡市委编办机关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税务局直属

机关党委

宝鸡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党支部

宝鸡市劳动就业服务处党总支部

宝鸡市工农产品成本调查队党支部

宝鸡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

宝鸡市市政工程养护服务中心党委

宝鸡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党

总支部

宝鸡市公证处党支部

宝鸡人民广播电台党总支部

宝鸡市康复医院党委

宝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

宝鸡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总

支部

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分局马

营派出所党支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公

司党委

宝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物流分

公司党支部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烽火通信宝鸡研发中心党总支部

广福疏通 疏通专利号：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张婷专业疏通管道，清淘窨井、化粪池污物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公告专栏

交房公告
尊敬的龙廷山水·东方御园业主：

您所购买的龙廷山水·东方御园 86#、87#、99#、100# 楼已通过竣
工验收，具备交房条件。现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开始集
中办理交房手续。由于小区规模较大、户数较多，为便利收房，请您按照
通知的时间，备齐要求携带的相关资料和费用，前来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逾期视为自动收房。具体事项如下：

一、办理时间：8:30-12:00  13:30-18:00
二、办理地点：龙廷山水售楼处
三、交房应缴纳款项及资料：根据相关部门购房要求，需交纳的相关

税费、业主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发票、入伙通知书及所有已缴房款收
据 (原件 ) 等资料。

四、详细情况请咨询 0917-3256666/0917-3538877
特此公告
恭祝各位业主接房纳福、万事如意！
秦皇岛兴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由我公司开发的华厦·中央公园（印象西府一期）项目，已于 2020

年 4月 21日前领取全部住宅楼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多次电话通知、书面

告知已定房、未签约客户尽快办理签约手续；现告知印象西府一期南区：1

幢 1单元 1802 号房，2幢 1单元 1501 号房，4幢 2单元 2602 号房，5幢 2

单元 2301 号房 ,7幢 1单元 0502 号房，8幢 2单元 0902 号房，8幢 2单元

1001 号房，10 幢 2单元 1702 号房 , 10 幢 1单元 2502 号房 ,10 幢 1单元

1801 号房：印象西府一期北区：1幢 1单元 1901 号房 ,4幢 1单元 0301 号

房，6幢 1单元 2502号房，6幢 2单元 1203号房，6幢 2单元 1702号房，

9幢 2单元 2102 号房定购客户，请于 2021 年 6月 30日前往高新四路华厦

中央公园售楼部办理签约手续，逾期不办 ,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陕西印象西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8 日

公   告
* 杨拴绪丢失陕西爱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两张，号码分别

为：0810139、2529681。

* 魏 锋 丢 失 保 险 销 售 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号 码 为：

02000061030080002018022674。

* 赵钏儒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U610042036。

* 王思轩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P610032890。

* 陈润泽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K610236960。

* 岐山县雍川镇人民政府丢失陕西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一张，号码为：900085073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市委

决定，表彰一批宝鸡市优秀共产党员、宝鸡市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宝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根

据全市评选表彰工作安排，在各县（区）委、市

直机关工委、市级有关部门党组织、党的关系

在市委的部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委提出的推荐

对象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评选审议，确定了

100 名宝鸡市优秀共产党员、50 名宝鸡市优

秀党务工作者、60 个宝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拟表彰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

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

如有意见建议，请于公示期内以电话、信函、

来访等方式向宝鸡市委组织部反映。以单位

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

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联

系电话。

公示时间：2021 年 6月 18 日至 6月 24 日

受理电话 ：（0917）3260532

来信地址 ：宝鸡市行政中心 1 号楼市委组

织部组织三科

邮政编码 ：721004

                中共宝鸡市委组织部
                          2021 年 6 月 18 日

宝鸡市优秀共产党员、宝鸡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宝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