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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在百年磨砺奋斗中，中国共产
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
立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正
确方向坚定前行，创造辉煌、开辟未
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

大功绩、中国奇迹。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亲临
和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开创了经济
社会发展新局面。在奋进新时代征程
中，全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
进基层党组织。为大力营造弘扬先进、
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
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区委决定，对张宏等60名共产党员、
姚克莉等25名党务工作者、小白楼街道
开封道社区党委等30个基层党组织予
以表彰，分别授予“和平区优秀共产党
员”“和平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平区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次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
是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知行合一的先进
典型，是善作善为、真抓实干、为民服务
的先锋模范。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全面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和平区落地生根的生动
实践，有力诠释了共产党人恪守初心、勇
担使命的价值追求，充分彰显了和平区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成色。希
望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奋勇拼搏、创新竞进，立足各自岗
位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

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许党报
国、信念如磐的政治品格，不断增强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

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学习他们人
民至上、心存大爱的为民情怀，走深走实
群众路线，落实“向群众汇报”制度，深化
“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以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学习他
们知重负重、冲锋陷阵的担当精神，重事
功、练事功、善事功，以争创一流的坚毅执
着，推动和平区改革发展不断实现新突
破；学习他们求真务实、廉洁自律的高尚
情操，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永葆共产党人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和
平区改革发展迈入新阶段。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定理想
信念，践行初心宗旨，砥砺拼搏意志，汇
聚奋进伟力，以一往无前的昂扬姿态，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
贡献，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标志区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谱
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篇章！

中共和平区委关于表彰
和平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褚新红（女）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名）

褚新红（女）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
徐慧兰（女） 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程 希（女） 和平区中医医院主管护师
姜临轩（女）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
谷和新 和平区南市街道保洁队副队长
顾 宏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特警（巡警）支队政委、二级高级警长
王 芳（女）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三盛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颜 磊 天津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
李东锐（女）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高级教师

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9名）

赵金梅（女）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开封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袁 芳（女）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党委专职副书记
孙 茁（女）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高级教师

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3名）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党委
天津市老美华鞋店党支部
天津市和平区环境卫生管理保洁一队党支部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大都会社区党委
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党委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党支部

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6个）

蒋芃芃（女） 和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发展科科长
闫 林 和平区政府研究室经济发展科科长
吴 迪 和平区政府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陈树东 和平区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刘建权 和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何 成 和平区委研究室副主任
刘文政 和平区纪委监委第四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宋玉鑫 和平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王 聪 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三级书记员
高建华 和平区南市街道宣传文化办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
南 楠（女） 和平区南市街道纪检监察工委四级调研员
曹五一 和平区南市街道新世界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连波 和平区南营门街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和平区优秀共产党员（60名）

张宝文（女） 和平区南营门街综合治理中心九级职员
郝砚蝶（女） 和平区南营门街道天兴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 阳（女） 和平区劝业场街道滨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朱 烨（女） 和平区劝业场街道新疆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于 航（女） 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
李彦博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尚友里社区党委副书记
王瑞琴（女）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福林里社区第六网格联合党支部书记
陶柘江 和平区五大道街综合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高 桥（女）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王 浩 天津博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志贤（女）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崇仁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福梅（女） 和平区人大常委会新兴街道工委专职副主任
高启亮 和平区新兴街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刘 含（女） 和平区新兴街综合治理中心九级职员
王 静（女） 和平区新兴街道永丰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殷 睿（女） 和平区排水管理所所长，副高级工程师
缴欣鹏 和平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三级主任科员
王铁江 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绿化部高级工
何志洋 和平区市政设施运行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窦 明（女） 和平区五大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技师
赵 健 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治医师
王 晶（女） 和平区国资委企业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张 宏 和平区新华职工大学副校长，讲师
李永峰 天津市实验小学教务主任，高级教师
陈 瑜（女） 天津市第十九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高级教师
马 宏（回族）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副校长，高级教师
王 磊（女） 天津市汇文中学高级教师
王健伟（女） 天津市耀华中学中层正职，高级教师
周 静（女） 和平区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
冯思程 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主任科员
曹鉴非 和平区图书馆馆员
任敏东 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李 昭 和平区餐饮安全监督管理所副所长
刘海栋 和平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级行政执法员
李 娜（女）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党建工作科副科长（正科长级）
周 强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三级高级警长
万芝凤（女）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市派出所一级警长
龚英龙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三级警长
祝 明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四级高级警长
郑 玉（女） 天津市金街服务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助理
干向东（回族）天津市冠生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厂长
刘 鹏 天津天住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前期配套部部长，助理工程师
张建军 天津中煤进出口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莫文丰 天津六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工程师
王念亮 狗不理集团工程部部长
吉 林（女） 麦购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投融资经理
李 鑫（女） 金谷大厦党委党务工作者

李从军 和平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正处级）、一级调研员
刘晶钰 和平区商务局办公室（法制科）主任、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

任、四级调研员
姚克莉（女） 和平区审计局人事教育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马 赞（女） 和平区南市街道党建办公室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

和平区优秀党务工作者（25名）

和平区信访办机关党支部
和平区金融局机关党支部
和平区南市街道庆有西里社区党委
和平区南市街道福方里社区党委
和平区南营门街道党工委
和平区劝业场街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
和平区劝业场街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党工委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三盛里社区党委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党工委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开封道社区党委
和平区新兴街道土山花园社区第二网格联合党支部
和平区住房和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和平区环境卫生管理清除队党支部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党支部
和平区教师发展中心党总支
和平区中心小学党总支
和平区社会组织党委
和平区司法局机关第三党支部
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党支部
和平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和平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第一党支部
和平区小白楼街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党支部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党委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京路派出所党支部
天津市建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总支
力地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党委

和平区先进基层党组织（30个）

褚新红现任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
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她具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甘于吃苦、乐于
奉献、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贯彻教育方针
开创学校高品质发展新局面

在褚新红的带领下，岳阳道小学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三全”
育人和“五育”融合机制，不断开创学
校高品质发展新局面。面对社会各界
期待，她倍感责任重大，是“吃老本”还
是改革创新，成为全市乃至全国小学
教育领跑者？共产党员就是要勇于创
造、敢于担当！

为此，褚新红不辞劳苦，数次拜
访国内知名专家，在“三结合教育”
基础上，提出“融慧”办学思想，构
建“融慧”文化体系，开发“融慧”特
色课程。她带领大家完成融慧课
程体系构建，独具特色的“自选课

程超市”，涵盖 90 余门课程，学生
100%网上自主选课、走班上课，优质
丰富的课程资源有效满足了每个学
生个性发展。

坚守初心使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育报国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褚
新红以行动践行着铮铮誓言。

她“点对点”与思政课教师研讨，在
全市率先与高校牵手构建“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机制。

针对小学孩子特点，她带领班主任
自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拍手歌，
以“牢记—理解—践行”三部曲强化核心
价值观教育。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特色活动，丰富校本德
育课程建设，让学生时时处处讲文明、懂
礼仪、知感恩、提素养。

纵横“融慧”教育
打造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青年教师决定学校未来发展。褚新
红高度关注青年教师成长，善于把握青
年教师成长规律，大胆启用新教师。

立足新发展阶段，褚新红构建“四格
六层”教师发展体系，实现分级培养纵向
到底、分类培养横向到边，造就了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通过7年探索，各
层级优秀教师脱颖而出，他们创新竞进、
朝气蓬勃，诠释着“融慧教师”无穷魅力，
5名教师被评为正高级教师，105名教师
成长为各级学科带头人。

褚新红的成绩受到广泛好评，她当
选天津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
誉。面对荣誉和成绩，她将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如磐的初心使命，忠诚于党的
教育事业，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贡献智慧和力量
——记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褚新红

2019年1月2日，徐慧兰带着组织
的信任来到新组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担
任党委书记、局长一职。两年多来，她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维护好，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
障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让广大退役
军人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荣誉感更加提升。

知责于心
吃苦耐劳干在先

作为首任局长，徐慧兰深知打好基
础、带好队伍的重要性。面对工作新、人
手少、零基础、节奏快的工作特点，她带
领干部们边推进部门组建、边组织日常
保障、边落实重点任务，披星戴月、加班
加点成为常态。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
城，徐慧兰带领科室干部放弃了所有公
休日和节假日，最终以全市第一的成绩
获得了九连冠殊荣。去年疫情防控期

间，她连续4个多月没有公休，吃住在办
公室，连熬药的锅也搬到了单位。

大雪中，徐慧兰驾车赶赴某驻津部
队借出45顶帐篷支援社区值守，发动社
会力量4次为部队医院发热门诊送去
1600斤蔬菜，将首批由我市拥军部门捐
赠的防疫物资送达湖北战“疫”一线。

担责于身
为民服务抢在前

了解需求是做好服务的前提。为
此，徐慧兰设计开展了“退役士兵万人调
查”“退役军人全员调查”，为完善“五张
保障网”和推动“十四五”规划落实提供
了依据；每年的关爱功臣十五项主题活
动、“八一”的“五福”大派送等活动，让退
役军人的幸福感倍增。为推动退役军人
住房、就业、看病、保险接续等各类难点、
重点问题的解决，她带领干部入户、下基
层；为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她带领街
道、社区到退役军人所在单位讲政策、摆
实情，化解矛盾纠纷。

履责于行
奋发有为勇争优

新时代党员要有新担当，徐慧兰把
担当定位和体现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推动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
展上，以做“示范”、争“旗舰”、创“品质”为
标准，在打基础、强机制、谋创新上下功
夫用气力。探索建立了“44533服务保
障制度体系”，仅用40天建成了全市第一
个退役军人荣誉室，依托983医院和平院
区建立全市第一家、全国第二家“退役军
人医院”，在相关部门协同下率先实现区
域旅游景点场馆面向退役军人减、免费，
全域医疗机构为退役军人优先服务，营
造了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她先后四次
在全国性会议上介绍“和平经验”。

征程漫漫从头越，惟有奋斗谱新
篇。在今后的工作中，徐慧兰将永远保
持共产党人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用心用情谱写退役
军人工作新篇章。

践初心担使命 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记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徐慧兰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材料摘登

王文丽（女） 和平区南市街道食品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阎 珑 和平区南营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赵文昇 和平区南营门街道党建指导员
李 娜（女） 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党建办公室副主任
王 荣（女） 和平区劝业场街道新津社区党委副书记
郭小羽（女）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党建办公室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
赵 莹（女） 和平区五大道街道澳门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郭秀温（女）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树德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子晶（女，达斡尔族）和平区新兴街道党建办公室副主任
闫义文（女） 和平区新兴街道卫华里社区党委副书记
任 涛 和平区劝业场房管站党支部副书记，助理政工师
王胜萍（女） 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三级主任科员
穆爱华（女） 和平区南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高级政工师
刘建新（女） 天津市汉阳道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高级教师
于 洁（女） 和平区司法局南营门街司法所副所长
王 珣 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人事科副科长
孙 怡（女） 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综合业务科科长、四级调研员
周长清 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党建工作科党支部书记
刘 嘉（女）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政治处二级警长
刘梦恬（女） 天津和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助理会计师
马 健（女，满族）天津华旭贸易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