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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苏）
崔根良 亨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周善红 江苏万顺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何健忠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泰兴市分公司城区分局党支部
书记、江平路支局支局长
李银江 江苏省盱眙县桂五镇养老党支部书记、敬老院院长
王爱东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长，
宿迁市志愿者总会会长
权太琦（女） 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党支部副书记、
工会主席，共青团连云港市委副书记（兼职）
邢青松 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南京市
高淳区砖墙镇茅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叶聪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方美芳（女）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丹阳市供电分公司配电运
检中心配电运检技术兼党支部副书记
朱永 江苏省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小学教师
孙英（女） 江苏省无锡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一级调研员
吴惠芳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委书记，江苏永钢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罗斌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
王永红（女，满族）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服
务保障中心主任
段玉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怀仁 江苏省东台市五烈镇甘港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耀华 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眼科副主任
黄强 江苏省港口集团苏州港张家港港务集团港埠分公司门机司机、
黄强组组长
郭宏新 中圣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
予吴良镛等384名同志、追授李献忠等16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陈炎顺等298名同志、追授蒙汉等2名同志“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等4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新华社发

这些江苏人、基层党组织入选全国“两优一先”名单

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
蒋健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常州欧凯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德宝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
徐勤生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道徐庄村第一书记
邓红（女）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党支
部书记、高良涧小学党支部副书记
钟佰均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党委副书记、一级
主任科员，西棘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树安 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唐陵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卫东 江苏省宿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两新”工委
书记、一级调研员
孙金娣（女）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党工委书记、仙林农
牧场党委书记，仙林大学城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二级
巡视员
周新民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周新民党建工作室党支部书
记、负责人
姚呈明 江苏省如皋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专职委员、机
关党组副书记、三级调研员
徐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戴银霞（女） 江苏省徐州市彭城五交化有限责任公司党总
支书记、分公司经理、工会主席、戴银霞劳模工作室带头人
梁泽泉 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连峰 江苏和泰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
王吉永 江苏省沛县栖山镇四级主任科员、胡楼社区党总
支书记

新华社电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
进伟大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29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
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
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
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
举行仪式，将党内最高荣誉授予为党和
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习近平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
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
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
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
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
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
岐山出席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王沪宁主持。

8时45分，“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
乘坐礼宾车从住地出发，由国宾护卫队
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9时58分，伴着欢快的乐曲，习近
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一同步入会场，
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10时整，解放军军乐团号手吹响
仪式号角，颁授仪式开始。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
“七一勋章”的决定》。

在雄壮的《忠诚赞歌》乐曲声中，习
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
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全场响起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七一
勋章”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
高的敬意。习近平指出，今天受到表彰
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各条战线党
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
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

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坚定信念，就是坚持

不忘初心、不移其志，以坚忍执着的理
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
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
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
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习近平指出，践行宗旨，就是对人
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
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
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以为民造
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全党同志
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
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强调，拼搏奉献，就是把许
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不畏
艰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
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
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全党同
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
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

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
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业绩。

习近平指出，廉洁奉公，就是保持
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的光荣传
统，从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
不贪图享受，守纪律、讲规矩，生动体现
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道德风范。全党同
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
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
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
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各级党组
织要从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功勋党
员，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
事迹和崇高品德，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
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
党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颁授仪式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
见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

刘军 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
许峰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吴新明 昆山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周斌 常州市委常委、新北区委书记、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
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党委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党委
东台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林场党总支
金湖县前锋镇白马湖土特产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党委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党委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党委
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琼花观社区党委
济川药业集团党委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师第五党支部
南京市秦淮区新街口商务街区党委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夫子庙派出所党支部
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党委
苏州大学党委
江苏省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西环路特勤站党支部
响水助力微梦公益协会党支部
新沂市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党委
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中南村党委
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配
电运检室石城共产党员服务队党支部
扬州市瘦西湖船娘党支部

新华社电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9日上午在北京亲
切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向他们表示
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上午11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

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选树先进典型，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奋斗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
部决定，对在县（市、区、旗）委书记岗位
上取得优异成绩的103名同志授予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名单（江苏省）
（省区市内按姓氏笔画排序）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