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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版）
钟玉芳（女） 上饶市信州区北门

街道广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许 丹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招

商局副局长
张华生 婺源县公安局清华派出

所所长、二级警长
彭建兵 万年县城乡建设发展服

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韩斌旺 余干县乌泥镇党政办副

主任、农业农村办副主任
段建波 上饶市广丰区医疗保障

局党组成员、综合股股长
管建伟 上饶市信州区手工业合

作联社主任

吉安市

叶维祝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德兴铜矿地方工作部副部长、驻井冈
山市东上乡曲江村第一书记

饶道良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革命
历史博物馆管理办公室主任

谭回昌 永新县才丰乡退休干部
曾小慧（女） 永丰县恩江中学

教师
张学敏 泰和县民政局四级调研

员、驻上圯乡北坑村第一书记
刘智谋 吉安县油田镇党委书

记、四级调研员
王伟镜 吉安市卫生健康综合监

督执法局卫生监督稽查科科长
胡开生 吉水县司法局退休干部
刘 涛 安福县城控集团党组书

记、董事长
吕述华 遂川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
邹正大 吉安市教研室党支部书

记、主任
尹向鹏 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级员额检
察官

秦文华 江西长运吉安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61路班长

石玉莲（女） 峡江县金坪民族乡
南下村党支部副书记、妇联主席

抚州市

兰念瑛（女、畲族） 资溪县乌石
镇新月畲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寿孙 崇仁县礼陂镇法律服务
所所长、普法办主任、调委会主任，礼
陂镇机关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符 敏 抚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乐安县办事处主管，驻广昌县千
善乡盖竹村第一书记

邓国凌 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严杭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伍广昌 广昌县驿前中学党支部
书记

赵 霞（女） 南丰县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

杨细芬 省建工集团退休干部、
驻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扶贫干部

钟常军 抚州市临川区六水桥街
道东岳观社区党员

蓝晓琴（女） 宜黄县桃陂镇便民
服务中心主任

王 师 抚州市东乡区税务局离
休干部

钟 平 黎川县德胜镇中心卫生
院院长、德胜镇德胜社区党支部委员

王俊恒 金溪县爱心帮帮团党支
部书记

揭忠贵 广昌县长桥乡退役军人
事务站站长

杨建山 抚州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售水分公司管线所供水抢修一队队长

赣江新区

张乐明 赣江新区新祺周管理处
安置征迁部部长

李跃文 赣江新区创新发展局二
级主任科员

省直机关工委

颜龙安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原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海峰 江西省委办公厅总值班
室二级调研员

李胜利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特
勤大队大队长

万常委 江西省公安厅技术侦察
总队科长

李国文 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副
主任

万 炜 江西省委政法委专项治
理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吴荣平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信访处副处长，驻吉安县敦厚镇南
街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杨涵深 江西省教育厅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张慧财 江西省监狱管理局办公
室副主任

张 萌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
究与规划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党支
部书记

刘志晖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直属

机关党委副书记、直属机关纪委专职
副书记

鄢 峰 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
院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检测
分院副院长

王斯琴（女） 江西省民族宗教事
务局机关党委（人事处）三级调研员

龚 春（女）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
总工程师

袁 超 江西瑞奇期货公司总经
理助理

吴 刚 景德镇市消防救援支队
昌江大道特勤站站长助理、二级消防长

皮文侠 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跃
进北路特勤站站长

吴 伟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副处长

省委教育工委

谢建华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舒 曼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
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徐 斌 江西财经大学协同创新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伍炳彩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主任中医师

陈玉华 南昌航空大学人事处处
长、教师工作部部长、教师发展中心主
任、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荣同 东华理工大学化学生物
与材料科学学院教师

陈伏生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副
院长

占淑荣（女） 江西师范大学学生
处教育科科长

徐 霞（女） 赣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

袁小亮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朱 花（女） 江西理工大学机械
设计系党支部书记

王俊祥 景德镇陶瓷大学机械电子
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电类实验中心主任

牛景太 南昌工程学院水利与生
态工程学院副院长、水利水电工程教
研室党支部书记

幸灵敏（女） 南昌师范学院团委
副书记

省国资委

饶宇欢 赣州金环磁选设备有限
公司科技管理部主任

耿志强 中科融合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

郭学飞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向塘机务段内燃机车司机

张 帆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

丁俊田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水
电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程
管理部主任

芦双红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群工作部原主管科员，驻芦溪县
宣风镇沂源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龚小勇 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解决方案中心高级技术经理

黎郑安 省军工集团宜春先锋军
工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段工段长

黄桂林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
司建设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冯柳圆 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办公室（党办）扶贫干事，驻
南丰县东坪乡南洲村工作队队员

周 晖 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
纯碱分公司原党支部书记、安全环保
部部长，驻樟树市黄土岗镇谢家村第
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罗 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
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项目经理

严丽华（女） 中国联通集团政企
客户事业群江西省分部助理总裁兼政
企客户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史培栋 国能丰城发电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退休退养办）专责，驻丰城
市杜市镇后岗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李 青 江西国际公司驻博茨瓦
纳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曹 宁 江西长天教育培训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 芳（女） 江西省德兴润泉供
水有限公司城南客服部负责人

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南昌市

刘伟平 南昌县向塘镇（南昌市
向塘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群工作部
部长

喻 菡（女） 南昌市东湖区大院
街道党工委书记

廖永明 南昌市西湖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区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工委书记

张水泉 江西青云谱新经济产业
集聚区党建指导员、区残联退休干部

熊日新 南昌市青山湖区委组织
部常务副部长

黄永新 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党

总支专职副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
尤建平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
部部长

左小玲（女） 南昌市八一中学党
委书记

黄少珍（女） 南昌市昌北第二小
学教育集团理事长

九江市

樊 勇 修水县马坳镇四级调
研员

徐万明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
公司九江市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严健英（女） 瑞昌市桂林街道潘
家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苏立（女） 九江职业大学师范
学院教工党支部副书记

施丽欣（女、蒙古族） 中船九江
海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群人事部
副主任、团委书记

石建波 彭泽县芙蓉墩镇白莲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石 慧（女）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
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宋宗贵 九江市直属机关工作委
员会宣传部部长

夏 胜 湖口县付垅乡党委副
书记

景德镇市

林海媛（女） 景德镇市珠山区石
狮埠街道党工委书记

梁 毅 景德镇市昌江区荷塘乡
党委书记

曾亚平 景德镇市委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工委专职副书记

朱进来 浮梁县鹅湖镇界田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浮梁县进来茶
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萍乡市

鲍峰庭 萍乡市委副书记
张旭昌（满族） 中材江西电瓷电

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向建华 萍乡市湘东区峡山口街

道日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谭新萍（女） 萍乡市武功山风景

名胜区万龙山乡茅店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刘志宏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
宣传部部长

新余市

刘 新 新余市农业农村局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简 蜂（女） 新余市水北商会党
委专职副书记

熊波波 国家税务总局新余市税
务局系统党建工作科党支部组织委员

晏 欢（女） 分宜县钤西街道党
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鹰潭市

项亚波 贵溪市泗沥镇党委书记
罗奕雯（女）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人力资源部长
肖 鸿 鹰潭市教育局党委办公

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

赣州市

吉志雄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群工处）二级调
研员、寻乌县晨光镇党委原副书记、高
布村原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杨有谷 赣州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工委书记

林永祥 安远县鹤子镇党委原书
记、一级主任科员

陈秋生 信丰县新田镇坪地山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晓华（女） 江西章贡酒业有限
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黄 都（女） 赣州市章贡区赣江
街道东郊路社区党委副书记

卢盛宽 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党
委副书记

蓝 蓉（女、畲族） 赣州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党群工
作部（组织人事部）经理

魏 新 江西赣州技师学院第四
党支部书记、机械工程系主任

刘玉红（女） 赣州市南康区唐江
镇白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宜春市

闵嗣生 奉新县第二中学党总支
书记、校长

谢江波 丰城市润泉种植专业合
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陈 俊 宜丰县新昌镇党委副书记
陈愫雅（女） 樟树市福城街道酒

都广场社区党支部书记
黄圣根 上高县芦洲乡黄山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名东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党群工作部专职副部长、机关党
委委员

魏三忠 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海林 宜春市国资委党群工作
科科长、机关党支部纪检委员

上饶市

李国华 婺源县蚺城街道上梅洲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何党生 上饶市广信区委副书
记、区长

吴建民 上饶市广丰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

韩 峰 上饶市广信区五府山镇
党委书记

郑韫琳（女） 上饶市三清山风景
名胜区枫林镇政府干部

杨 威 玉山县仙岩镇党委书记
李轶琴（女） 横峰县实验小学党

支部书记
项 波（女） 弋阳县桃源街道双

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吉安市

葛桂兰（女） 吉安市吉州区北门
街道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衣 铭 锐（女 、蒙 古 族） 红 板
（江西）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
副主席

徐敏慧（女） 井冈山市拿山镇党
委书记

郭海华（女） 吉安市庐陵新区党
群工作部副部长、三级主任科员

张呈香（女） 峡江县巴邱镇东门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 焘 永新县委卫健工委委
员、副主任

肖玉蓉（女） 吉安县海尔希望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抚州市

黄 娜（女） 抚州市临川区唱凯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唱凯镇东湖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付海平 抚州市律师行业党委副
书记，市律师协会会长，江西三松律师
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

范正庚 乐安县公溪镇党委书记
钟启文 资溪县马头山镇杨坊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小文 南城县实验中学党委书

记、校长
黄小娟（女） 南丰县琴城镇琴台

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卢志学 国网抚州供电公司党委

书记、副总经理

赣江新区

余顺勇 赣江新区新祺周管理处
樟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省直机关工委

骆名坤 江西省政协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李凯俊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甘乐平 南昌海关政治部副主
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政工办主
任、机关纪委书记

徐东明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
关党委四级调研员

陈燕清 江西省委宣传部政策法
规研究室副主任

陈申祥 江西省国资委机关第八
党支部书记、考核分配处处长，一级调
研员

余启峰 江西省肿瘤医院党委办
公室主任

周妮娅（女） 江西省科学院流域
生态研究所副书记、副研究员

黄仕昌 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组
织教育处副处长、一级督导员

省委教育工委

李东平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化学
系副主任、化学学院教职工第二党支
部书记

刘 贺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团委书记、校团委兼职副书记

王永珍 东华理工大学离退休工
作处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汤美丽（女） 江西师范大学商学
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书记

郭小权 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
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动医一支
部书记

张鹏飞 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建筑
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

李新冬（女） 江西理工大学市政
工程党支部书记、系主任

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工委

陈堃源 江西省新生代企业家商
会党支部副书记，江西兵哥送菜实业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省国资委

霍井路（女） 江西省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长、党委宣传
部长

胡华平 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党
委组织部副部长

彭燕莉（女） 国家能源集团江西
电力有限公司万安水力发电厂经济运
营部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曾右文 江铜集团党委组织部综
合管理副主管

邓万山 江西金佳谷物泰和购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省粮油集团有限
公司驻泰和县苏溪镇模山村第一书记
兼工作队队长

华 峰 江西铁山垅钨业有限公
司党群部主任

邹道银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九江车务段党委书记

三、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南昌市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南昌县莲塘第一中学党委
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

社区党委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党委
南昌市红谷滩区沙井街道党工委
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党支部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党委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

党委
进贤县文港制笔协会党委

九江市

九江市柴桑区特殊教育学校党
支部

修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委

庐山市横塘镇党委
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炼油运行

五部党支部
九江市濂溪区新港镇党委
都昌县工业经济联合会党支部
九江市浔阳区甘棠街道龙山社区

党委
武宁县罗坪镇党委
瑞昌市疾控中心党支部

景德镇市

江西省景德镇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景德镇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第二党支部

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

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党
支部

萍乡市

芦溪县银河镇紫溪村党总支
上栗县志愿者联合会党委
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机关第一党

支部
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党总支

新余市

分宜县融媒体中心党支部
新余市渝水区新钢街道含笑社区

党总支
新余市人民医院内科第三党支部

鹰潭市

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范家村党
总支

鹰潭市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鹰潭市月湖区四青街道民欣社区

党支部

赣州市

瑞金市叶坪乡党委
赣州市扶贫办机关党总支
信丰县人民医院党委
赣州市章贡区东外街道白云村

党委
宁都县赖村镇卫东文宣队党支部
赣州市应急管理局社会组织行业

综合党支部
会昌县文武坝镇文武坝村党支部
大余县青龙镇元龙畲族村党总支
瑞金市绵水社区党委
赣州市智能产业创新研究院党支部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党

支部

宜春市

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街道宜兴社
区党总支

上高县人民法院党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宜春市税务局机关

党委
铜鼓县永宁镇坪田村党支部
宜春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万载县鹅峰乡党委
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白马村党

支部
宜春中学党委

上饶市

国家税务总局鄱阳县税务局机关
党委

万年县湖云乡标林村党支部
江西省东沿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德兴市新岗山镇党委
弋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
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吉阳山社

区党委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上饶供电分

公司党委
上饶市教育局直属小学党支部

吉安市

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党委
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驻京党支部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峡江县税务局机关

党委
新干县阳光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吉水县八都镇党委
吉安市高铁新区投资有限公司党

支部

抚州市

临川一中党委
抚州市临川区西大街街道营上巷

社区党委
抚州市东乡区农业农村局老干部

党支部
金溪县陈坊积乡党委
崇仁县石庄乡官山村党支部
抚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机关党委
抚州市疾控中心党总支

赣江新区

赣江新区党群工作部党支部

省直机关工委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党支部

吉安市永新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
江西省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分公司党支部
江西省乡村振兴局综合处党支部
江西省委统战部二处党支部
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政务

服务管理指导处党支部
江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党委
江西日报社大江网站党支部

省委教育工委

南昌航空大学测试与光电工程学
院党委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工第一
党支部

江西师范大学蓝天环保社团党
支部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教工
党支部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党
总支一支部

东华理工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工程
学院环境工程系教工党支部

江西理工大学材料冶金化学学部
钨铜材料党支部

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工委

中至数据集团党委

省国资委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
昌客运段直达车队党总支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居龙潭水
电厂党支部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机关
党委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信息化支撑中心党支部

贵溪冶炼厂动力车间党支部
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党委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进贤县

供电分公司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