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共148个）

滨海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共78人）

滨海新区优秀共产党员（共1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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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天津狮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

司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融津汀兰苑、地铁7

号线项目联合党支部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党总支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党总支

东方电气（天津）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拾起卖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天津港保税区名居花园社区党委

天津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支部

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党支部

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党委

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党委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建工作部党支部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党支部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党支部

天津富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天津浩洋环宇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商务促进局党支部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财政局党支部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应急管理局党支部

中新天津生态城社会局党支部

中新天津生态城政务服务办公室党支部

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发展局党支部

中新天津生态城执法大队党支部

滨海新区大数据管理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区域合作交流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室（风险监测和

综合减灾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军民融合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研究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总工会机关党委

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党委

滨海新区塘沽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党支部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北塘中关村科技园中心法庭（互联

网法庭）党支部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党支部

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派出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南疆路派出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公安局纪委办公室综合科党风政风监督科党

支部

滨海新区公安局航空路派出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公安局洞庭路派出所党支部

天津市塘沽、汉沽公证处联合党支部

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党委

天津实验中学滨海学校党总支

滨海新区大港第四中学党支部

滨海新区塘沽紫云中学党委

滨海新区塘沽广州道小学党支部

滨海新区汉沽实验幼儿园党支部

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党总支

滨海新区汉沽社会福利院党支部

滨海新区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汉沽殡葬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党委

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事务服务中心党委

滨海新区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党总支

滨海新区公路服务中心第一公路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关党支部

滨海新区塘沽河道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大港节约用水事务管理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塘沽农村水利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塘沽绿化管理三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考核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大港环卫队党支部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党建工作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科教与产业发展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党委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党委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华北有限公司安装分公司党总支

滨海新区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大港晨晖里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党支部

天津天保嘉郡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华北有限公司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项目党支部

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市场监管所党支部

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鲤鱼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空港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

天津生态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船体涂装党支部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分析测试党支部

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党工委

天津市泰达医院党委

滨海新区泰达街道华纳社区党委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党委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保育院党支部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

滨海新区塘沽街道馨苑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塘沽街道执法大队党支部

滨海新区塘沽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新港街道港航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港街道新开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村街道丹东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村街道拥军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村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安监中队党支部

滨海新区新村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北邻村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福州道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贻丰园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华蓉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北街道党工委

滨海新区新北街道诺德名苑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党建办公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党支部

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和盛苑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安阳社区党支部

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宁车沽南村党支部

滨海新区北塘街道海阔苑社区党支部

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头道沟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远洋滨瑞社区党总支

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综合治理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汉沽街道前坨里社区党委

天津金佰汇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滨海新区茶淀街道七星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宝田村党支部

滨海新区茶淀街道三明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寨上街道惠阳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平阳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大港街道福华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兴德里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前光里北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大港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和综合治理中心联合

党支部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联盟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春华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广场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求实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西苑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古林街道凯旋苑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古林街道福绣园社区党委

滨海新区新城镇邓善沽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新城镇南开村党支部

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东庄坨村党支部

滨海新区杨家泊镇魏庄村党支部

滨海新区中塘镇十九顷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中塘镇南台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中塘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太平镇郭庄子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太平镇苏家园村党总支

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综合治理中心党支部

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小苏庄村党总支

区国家安全局1个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市

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努力为群众、为企业、为基层办实事，埋头苦

干、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勇争先，为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

典型。1名共产党员和1个基层党组织被推荐为全国

表彰对象；33名共产党员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12名党务工作者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25个

党组织被评为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1.3万余名老

党员被授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全面建设美丽“滨城”的关键之年。为展示滨海新

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

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大力弘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

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

鼓舞士气，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区委决定，授予魏建仓等149名共产党员“滨海新区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张晓东等78名党务工作者“滨海新

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金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等148个党组织“滨海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次的受表彰对象是全区8000多个基层党组织、

14.7万余名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充

分彰显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集中展示了新时代滨

海新区广大党员的责任担当和形象风采。希望受表彰

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继续以昂扬的斗志

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区委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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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加强

党性修养，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公道正派、严于律己的优

秀品质，学习他们开拓创新、誓争一流的进取精神。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勇当先锋、敢打头阵，

把初心落实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当在肩膀上。全区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学习先进典型和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和市委决策

部署、区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通过学习先进典型的优

秀事迹，促进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努力营造学先进、

赶先进、当先锋、作贡献的浓厚氛围。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实施“创新立区、制

造强区、改革活区、开放兴区、环境优区”五大战略，打

造“民生福祉、文化繁荣、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四大工

程，着力在“补短、强弱、升级、奠基、惠民”上下功夫，发

扬“二次创业”奋斗精神，担当作为、创新竞进，推动高

质量发展。坚持党建引领共同缔造，为加快推进美丽

“滨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关于表彰滨海新区优秀共产党员、
滨海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滨海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1年6月19日）

魏建仓 唐今尧 张 钊 左瑞隽 林旭清 薛 阳

张 云 刘光义 胡荣彬 王冀骅（女） 王玉芬（女）

崔晓静（女） 江浩然 陈庆昌 胡家铭 孙广涛

李守军 孙 亮 桑海云（女） 郑一飞 魏 力（女）

高东飞 窦 强 吴 迪 邱 枫 王笃祥 李廼宁

李 刚 余 弢 张 敏（女） 李 靖 张长帅

李 晶（女） 于朝亮 刘庆良 赵 松（女）

唐洪祥 李晓源 曾 途 孟祥飞 车剑锋 田 凯

周晓舟（女） 杜宪力 张文文（女） 赵静娟（女）

李正文 马永恒 窦兴海 曹 锋 高永贤 郑虎生

马洪友 于坤宁（女） 王艳丽（女） 王镇娲（女）

孙 晶（女） 刘家旭 刘云香（女） 邹宗喜

王 晶（女） 李全红（女） 高 曼（女）

刘墨林 朱润洪 彭树青 阚文亮 陈 颖（女）

程喜远 崔丽艳（女） 张建秀（女） 唐正飞

马永平 张鑫红（女） 陈宝华 姚 巍 李 军

王 峰 兰阿勇 朱 静（女） 贾长龙 隋杰明

付 崇（女） 王 君（女） 孙 伟 朱祥忠（回族）

丁宗培 贾 强 徐文福 沈亚文 王一旻 杜 鹏

樊庚奇 佟海燕（女，满族） 张建文 邓 冰（女）

唐凤玲（女） 吴 浩 尚振国 张训征 孙懿鹏

董顺发 刘丽芹（女） 尹 承 李 洁（女）

徐艳新（女） 房田田（女） 许艳红（女）

杨 悦（女） 杨秀杰（女） 张洪德 王 欣（女）

孟 佳 曹振东 崔本立 张维军 沈淑美（女）

乔家全 赵晓兵 李俊平（女） 李凤迎（女）

牛志宏 王春旺 李洪利 陈云霞（女） 张励军

张月萍（女） 冯国娟（女） 田 野 孙树岺

薛玉林 李学智 王绍山 张 震 孙书兰（女）

刘其政 王凤荣（女，回族）刘 振 任桂友 李宝有

陶广池 李鹏飞 孙巨昆 窦树霞（女） 刘慕革

田炳昇 王昌俊（女） 张 彬（锡伯族） 区国家安全局1名

张晓东 王海英 王 兵 孙代兵（女） 肖 剑

褚学玉（女） 叶 卉（女） 于 淼 张 萍（女）

何昌国 王 雪（女） 颜菲菲（女） 高 悦

刘炜霞（女） 吴伟强 张永新 南绍芬（女）

刘 习（女） 李汉东 李鹏勇 江 姗（女）

石 静（女） 赵家丽（女） 宋 杰（女）

李丽焱（女） 陈 晖 韩宝峰 杨德光（女）

许付梅（女） 刘志奇（女） 王红日（女）

高 静（女） 王学敏（女） 刘军熙 李志强

周瑞敏（女） 程 林 苏媛媛（女） 王学明

龚 喆（满族） 张 微（女） 刘佳影（女） 张裕馨（女）

潘以晶（女） 滕 娟（女） 于 洋（女） 宋素东

高国振 倪世秋（女） 刘学柏 赵新玲（女，蒙古族）

刘淑萍（女） 陈文广 李周名 张 劼（女） 刘梓淳

康雪婧（女，满族） 陈蓉蓉（女，回族） 张 洁（女）

付 琳（女） 郑立娟（女） 王 新（女）

张雅琼（女） 张奎翠（女） 刘文臣 张成营（女）

张建芸（女） 宫晨光 杨玉振 姜 燕（女）

杨鹤琳（女） 代士龙 李晨曦（女） 王 蕾（女）

邓志玲（女） 王 莉（女）赵 巍 区国家安全局1名

在第七届滨海新区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中，滨海

新区大港医院急诊科主任助理张宗艳凭借其敬业奉献

精神，不仅荣获道德模范称号，还入选了2021年5月天

津好人榜单。张宗艳得知自己成为道德模范的时候感

到意外，她说：“我只是尽力做了一名医者应该做的事

情，感谢医院、科室对我的信任，感谢各位同道对我的

帮助，感谢我所救治的患者对我的信任。”

从医 17 年来，张宗艳秉持“多干有益于患者的实

事”理念，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2014年援疆期间，她以院为家，把300余名危

重症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积极推动当地急诊静脉

溶栓技术开展，引进胸腔穿刺闭式引流技术。送医送

药到老百姓身边，不畏恶劣沙尘天气到乡下义诊6次，

并到患者家中入户治疗。她的事迹得到了于田县人民

医院的认可和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于田县委组织部

将她的事迹录制成《无悔援疆路》纪录片并进行报道。

援疆结束后，因急诊科人员短缺，她接受医院安排

由心内科转入急诊科，除了完成一线倒班，还要完成科室

管理工作。大力推进医院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建设，为救

治心梗脑梗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勇当“溶栓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她又是“第一个报名请

战”，“打头阵”入舱，除开展正常舱内工作外主动加入

信息组，仅用6天时间就圆满完成江岸方舱二区近500

份病历的整理工作。在大部队撤离后被选入由精锐力

量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重症病区继

续“战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勇于担当的医者本色。

秉持不变的初心，支援湖北结束后，她又义无反顾地重

返急、危、重症患者最多的急诊科一线工作，不断挑战，

充实自我。“在建党100周年到来之际被评为滨海新区

道德模范，我很荣幸，也很有压力。”张宗艳表示，自己

会在生活上、工作上多方面不断完善自我，提高为人民

服务的本领，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为新区卫生

事业尽微薄之力。 记者 于馨然 摄影报道

无悔援疆路 又谱医者情
——记第七届滨海新区道德模范张宗艳

张宗艳张宗艳（（左左））为患者诊治为患者诊治

滨海新区道德模范专题宣传

戒烟过程中有哪些误区？
误区三：吸烟可以减肥，戒烟会导致发胖。

因戒烟而发胖的人，在一段时间平均体重也不过

增加2-5公斤，通过合理调整饮食结构、积极开展科

学的运动锻炼，便可尽快使体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此外，目前的一些戒烟药物也具有缓解戒烟后体重增

加问题的作用。“吸烟减肥”是一种危险的选择，追求

美的吸烟者尤其是女性，要认识到吸烟对皮肤的损害，

其会增加皮肤皱纹、加速衰老、破坏个人形象，何况还

要冒着患各种吸烟相关疾病（癌症、冠心病、脑卒中、

慢阻肺等）的风险，

切不可因小失大。

（未完待续）

远离烟草危害 崇尚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