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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关于东丽区优秀共产党员、东丽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东丽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区委决定，以中
共东丽区委名义表彰一批东丽区优秀共产党员、东丽
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东丽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照区
委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自下而上、层层推
荐，经反复酝酿、遴选把关、征求意见、深入考察、部门

联审等，形成了东丽区“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含
差额）。
为 充 分 发 扬 民 主 ，广 泛 接 受 监 督 ，现 将 东 丽 区
“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间，如
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可向区委组织部反映。反映

问题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并告知或签署本人真实
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以利于调查核实和反馈
情况。
公示时间：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
联系电话：
12380-11

来信地址：
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东丽区委组织部
邮编：
300300
中共东丽区委组织部
2021 年 6 月 3 日

东丽区优秀共产党员、
东丽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东丽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
东丽区优秀共产党员
拟表彰对象
马书芳（女） 张贵庄街道永平巷社区
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锡敏（女） 张贵庄街道华亭里社区
第四党支部委员
蔡 梅（女） 丰年村街道新泰道社区
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姜振秀（女） 丰年村街道丰年里社区
第一党支部委员
宋立夫 无瑕街道党工委书记、
人大
工委主任、
一级调研员
王文丽（女） 无瑕街道华盛里社区党
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孙文达 无瑕街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
张荣梅（女） 万新街道临月里社区党
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喆寅 万新街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
李金华（女） 万新街退役军人服务站
副站长
翟冰若 万新街道吴嘴股份经济合作
社第一书记
牛惠颖（女） 新立街道秀欣园社区党
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刘永山 新立街综合治理中心（网格
化管理中心）副主任
郑春利 新立街经济发展中心干部
白森元 新立街道四合庄股份经济合
作社党支部书记、
理事长
王春振 金钟街道徐庄村经济合作社
第一书记
张 竞 金钟街道党建办公室主任
于 涛 金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金兰（女） 天津中电华利电器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何永勇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
常务副院长

富畅（女，
满族） 华明街经济发展与
财政办公室（统计办）主任
刘文涛 天津龙佳市政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李 建 华明街道办事处干部
周国海 军粮城街综合治理中心主任
王长军 军粮城街道和顺西园社区党
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马玉兰（女） 军粮城街道军华园社区
居委会兼职委员
石忠环 金桥街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王金刚 天津滨海精大制桶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
李双杰 金桥街道大郑股份经济合作
社理事
曹俊杰 东丽湖街道团委书记
刘 丹（女） 成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魏以芳（女） 东丽湖街道碧溪苑社区
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师亚荣（女） 华新街道天欣花园社区
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宋宝华 华新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
（信访办公室）主任
赵一龙 东丽区委政法委维稳协调科
科长
王树伟 东丽区纪委监委二级主任科
员
韩炳浩 东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
目科科长
何建宽 东丽区人民政府城市化建设
办公室副主任、
三级调研员
赵 英（女） 东丽区财政局债务管
理科科长
赵宝银 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三级高级
警长
任 蓉（女） 东丽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环境卫生管理科科长
冯新新（女） 东丽区招商服务中心干
部

李明聪（女） 东丽区气象台副台长
崔洪金 天津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苏兰格（女） 天津慧通力达集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
白俊海 东丽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房
屋管理和质量安全监督科科长
宗德财 东丽公证处副主任
单文杰 东丽区司法局无瑕司法所副
所长
牛淑红（女） 天津市军粮城中学党支
部副书记、
校长
王 霞（女） 天津市小东庄中学教师
杨 健 东丽区中医医院党总支书
记、
副院长
苏永刚 无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
党支部副书记
翟俊正 东丽区水务综合服务中心中
级工
任志成 天津凯华绝缘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胡立敬（女） 天津三五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王广欣 天津东方财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拓展业务部副部长
王春浩 天津市东丽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部长
王成林 东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
室副主任
平亚楠 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万新
派出所社区警务队三级警长
赵 健 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打
击犯罪侦查支队七大队三级警长
宁 鹏 天津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刘常福（女） 东丽区常福家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
高 杰 东丽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
产科科长
陈海燕（女） 天津华燕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

东丽区优秀党务工作
者拟表彰对象
马晓旭（女） 张贵庄街道詹滨西里社
区党委副书记
张 忻 丰年村街道丽新里社区党
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刘 扬（女） 无瑕街道无瑕花园社区
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赵玉林 无瑕街道新五股份经济合作
社党支部书记、
理事长
常莉鑫（女） 万新街道百合春天社区
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韩云鹏 万新街道程林东里社区第一
党支部书记
胡海臣 万新街道增兴窑股份经济合
作社第一书记
尤文敬（女） 万新街道东城家园社区
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毛 惠（女） 新立街道党建办公室副
主任
何 鑫 新立街道丽晟社区党支部
书记、
居委会主任
邢卫洁 天津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立党支部委员、
片区经理
何贵军 金钟街道瑞和里社区党支部
副书记
于 洋（女） 金钟街道新中园社区党
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李 平 华明街党群服务中心副主
任
魏国俊（女） 华明街道第四社区党委
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秋生 天津中科华瑞电气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
行政主管
王宝恒 军粮城街道一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党支部书记、
理事长
赵书清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 、
副总经理
于振菲（女） 军粮城街道军丽园社区
第六网格党支部书记
孙梦姣（女） 金桥街道景云轩社区党
委副书记
张晓楠（女） 金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张凯悦（女） 东丽湖街道绿洲花园社
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潘雨欣（女） 华新街道顶秀欣园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
王 健 东丽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留
观人员生活保障组临时党总支书记
齐 颖（女） 东丽区人民法院机关党
委副书记、
政治处副主任
魏荣祥 天津市易潼森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
郑永海 天津新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部门党支部书记、
行政主管
刘晓桐（女） 天津秦天律师事务所党
支部书记、
副主任
宋德江 天津市东丽区华新小学党支
部书记、
校长
徐京莲（女） 天津市东丽区德晟幼儿
园党支部书记、
园长
杨作青 东丽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党支部书记、
所长
白云峰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李 超（女） 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
法制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法制支队党支部
宣传委员、
二级警长

东丽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拟表彰对象
张贵庄街道津门里社区党委
无瑕街道春霞里社区党委
万新街道海颂园社区党委
万新街道詹庄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
新立街道金隅悦园社区党委

新立街道新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
支部
金钟街道溪水湾社区党委
华明街道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支部
华明集团公司党总支
华明街道第三社区党委
军粮城街道冬梅轩社区党委
金桥街道怡盛里社区党委
东丽湖街道沁水苑社区党总支
浙江海博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党支部
华新街道华丰家园社区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东丽区税务局
考核考评科党支部
东丽区网格化管理中心党支部
东丽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党支部
东丽区财政局第三党支部
天津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建城基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支
部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党支
部
东丽区住房和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党
支部
天津瑞宇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党总支
天津市东丽区英华学校党支部
东丽医院党委
金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东丽区水务综合服务中心第二党支
部
天津市永昌焊丝有限公司党支部
东丽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党支部
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新立派出所
党总支
东丽区沃深消防安全技术职业培训
学校党支部

热心助人老党员 弘扬正气真善美

闻令而动挑重担 留观保障我担当

——记助人为乐好人王锡敏

——一位留观保障工作人员的经历和感受

王锡敏（左）照顾社区老人
张贵庄街道华亭里社区福阳街居民
王锡敏，是一名热心助人的老党员。从
年轻时开始一直在这个社区居住，是实
实在在的元老级住户了，社区居民都称
她为“王姨”。王姨是这一片儿的大忙
人，也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她老实做人，
踏实做事，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
“诚
信、友善、友爱、互助”
的核心价值。
关心居民 乐于助人
王锡敏积极上进，
在单位工作时，
就多
次评选为
“先进个人”
；
退休后，
在社区党支
部被选为支委成员。她经常用一句朴素的
话语鞭策自己：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要时
刻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作为一

名楼栋长，
就要为群众做好事、
办实事。
”
工作中，她了解到小区有名残疾小
孩，
孩子四年级了，
眼睛有残，
家庭经济也
很困难，王姨专程找到孩子家，捐款 200
元。隔壁楼里有个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
迟大娘，王姨每周都抽出时间，
去和迟大
娘聊聊天，拉拉家常，
让老人家感受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邻居大爷身体有残疾，
王
姨特意让女儿从网上买了扶手，安装上，
大大方便了老人出行。就是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事，都被王阿姨看在眼里，
放
在心上，
用实际行动帮助身边的邻里。
为民办事 和谐邻里
王姨擅长使用缝纫机，从 2017 年开

始就为邻里邻居免费裁裤边，做一些简
单的缝纫活儿，留下的边角料还给大伙
儿缝制了坐垫，大爷大妈们夏天晚上在
外聊天纳凉的时候正好用得着。
小区内的保洁员，附近的环卫工人，
每次领到工装时，有大小不太合适的，
王
姨看到了，都会主动问一句，帮忙修改。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小区内的邻里邻居
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热心的居民，为大家
做着暖心事。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感
动着周围人向她学习。王姨这么多年一
直默默奉献，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人，
像
一束光，照亮他人。
志愿服务 无私奉献
华亭里社区福阳街片区常年活跃着
一支志愿者队伍，王姨是这支队伍中的
骨干成员。平常她带领志愿者们进行常
态化巡逻、清理小广告、打扫小区公共卫
生、劝导一些不文明现象、排查社区安全
隐患。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和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入户，了解居民情况，解决实际
问题。
王姨是一位热心人，
更是社区工作的
好帮手。王姨两口子是老住户了，
这一片
谁家啥情况，住哪儿，
几口人，如数家珍。
居委会每一届新领导到岗后，
都要找二老
了解一下民情、
社情，
了解社区居民的普遍
诉求，
以及对居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
和谐社区离不开居民的热心参与，
多一个人参与公益事业，社区就会多一
份正能量。王姨就是我们身边平凡的住
户，为社区、为居民服务，几十年如一日，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也带动了一批人参与社区公益，
弘扬
良好社会风尚，传播正能量。
（区文明办供稿）

身边好人 学习典范

前不久，
我和其他几名同志听从工
作安排，
来到留观酒店参加隔离留观人
员服务保障工作。在紧张忙碌中，
大家
日夜坚守、团结协作，顺利完成了保障
任务，
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
向隔离
留观人员、向上级组织交上了一份满意
答卷。
团结协作 勇于担当
“我们多一分耐心、细心，
隔离留观
人员就多一分安心、舒心。
”
这是组长经
常嘱咐大家的话。他要求我们要站在
隔离留观人员的角度想问题，
设身处地
为他们着想，理解他们的感受、尽可能
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既要严格执行政
策规定，
又要讲情说理、周到服务，
让他
们得到关心、感受温暖，
消除紧张情绪、
缓解压力，尽快减轻不安与烦躁，让他
们平安度过隔离期。
服务保障工作中，
大家一直紧张忙
碌着，
在留观人员入住前，
我们研讨承接
流程、检查留观房间、核对入住须知；
入
住时，
穿戴好防护服向留观人员宣讲留
观政策、消杀携带行李、引导及时入住、
维护现场秩序；
入住后，
通过微信、电话
等方式及时登记留调信息、
基础病信息，
并第一时间汇总上报；
建立微信群，
畅通
沟通服务渠道，
发布群公告，
讲明隔离规
定，
回答解决留观人员提出的问题需求；
联系配餐公司，
配送卫生营养的三餐，
做
好快递的收取、消杀、查验、登记工作。
解除隔离前，
按规范书写解除隔离通知
书，
登记留观人员用车需求并联系接送
组，
做好送站工作。解除时，
通知留观人
员有序下楼，
帮助他们搬送大件行李，
安
全解除隔离。解除后，
及时将解除情况
上报，并清点物资，梳理每日物资使用
量，
做好下一班的交接工作。
耐心服务 细心关怀
“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每

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有一次体温接龙，
请
大家务必按时完成，谢谢大家支持、配
合。”这是两名医护人员发在留观人员
群里的一条信息，
每天两次的体温登记
是她们的常规工作，
一旦出现有人体温
升高，就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进行处置。
工作组中，两名医护人员最忙碌、最辛
苦，除日常的体温统计、健康咨询到环
境消杀、垃圾清运的指导登记，每一项
工作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尤其是对隔离
人员的两次核酸检测，任务更为繁重，
不必说精细的测前准备，
也不必说采核
酸时的紧张忙碌，
就说完成检测脱下防
护服时，身体虚脱般的样子，就足以让
人心疼感动。第一次核酸检测中，
一位
70多岁的老人样本呈
“单靶阳性”
，
需要
重新采样再次进行检测，
得知这一消息
后，老人开始紧张，人也变得烦躁不
安。由于老人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疾病，
一旦发作，
随时会出现危险。检测时两
位医护人员一边工作一边为老人进行
心理疏导、平复老人情绪。样本送往医
院检测的一段时间里，
她俩也一直用为
微信安抚老人，
并与老人的家人取得联
系，
一起帮助老人消除心理压力。检测
结果为阴性的消息传来时，
已是深夜12
点多，老人安心了，她俩也深深的出了
口气，
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
如何让留观人员吃好饭是一件看
似简单实则繁琐的事，
有多少回民？有
什么忌口？需要什么样的“特餐”？我
们都登记在册、烂熟于心。每天与专业
的供餐公司协调沟通，
根据留观人员的
要求，不断改进饮食，让饭菜既营养丰
富又美味可口。都说众口难调，
可在大
家的努力下，留观人员吃得非常开心、
十分满意。
倾情付出 不辱使命
防护服对我来讲既熟悉又陌生，说

熟悉是因为疫情期间总能看见医护
人 员 穿 着 它 紧 张 工 作 ，说 陌 生 是 因
为 我 一 直 没 有 与 它 零 距 离 接 触 ，没
见 过 它 的 真实面目。鞋套、口罩、护
目镜……光“零部件”就有十多个，按
顺序将衣服穿好，整个人被包裹起来
后最直接的感觉就是闷热、憋气，不
一会儿就呼吸困难、发热出汗，工作
起来就只能用嘴喘气，汗水湿透了贴
身的衣服、护目镜也变得模糊不清，
一个上午工作下来，整个人已是疲惫
不堪，我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留下了深
深的印痕，使我的眼睛和头部疼痛了
整整一个晚上，也就在这时我才深刻
体会到医护人员的不容易。厚厚的
防护服看起来十分臃肿，而此时我倒
觉得它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看到它就
像看到了战士的戎装，对穿上它的人
油然而生许多敬意。
工作之余我们经常与家人联系，
80
多岁的老母亲每次都叮嘱我要注意安
全，另一位队员 10 岁的女儿常常在与
爸爸的视频中像个“小大人”一样说些
关心的话语。我们知道家人和同事们
一直在惦记着我们、担心着我们，同时
又在一如既往的支持着我们。
“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默默付
出。”因为有一份责任，就该有一份担
当。经过团结奋战，大家由陌生到熟
悉，由相识到相知，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在圆满完成保障任务的
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工作
虽然辛苦，可当大家在看到隔离人员
一个个点赞、听到一句句感谢的话语
时，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有一
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到来，
愿阴霾散去、阳光明媚，
愿国泰民
安、
岁月静好。
（李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