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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全公政字〔2021〕04 号

关于表彰公路交通行业百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百名优秀政研工作者的决定

各相关单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全国公路交通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政

研工作者，他们在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行业文化建设，以

及疫情防控、抗洪救灾中锐意进取、奋勇而上，生动彰显了新时

代公路交通人的先锋形象。

为鼓励先进、树立典范，激励广大基层党组织和政研工作者

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决定授予中国共产党天津市高速公路联网收

费管理中心支部委员会等 100 个党组织“公路交通行业百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授予于义昌等 100 位同志“公路交通行

业百名优秀政研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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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是全国公路交通行业中

的优秀代表。希望受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和政研工作者再接再厉，

发挥战斗堡垒模范引领作用，为公路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

明建设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附件：1.公路交通行业百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2.公路交通行业百名优秀政研工作者名单。

全国公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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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路交通行业百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中共天津市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服务中心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工程管理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交通局委员会

中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委员会

中共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委员会

中共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处支部委员会

中共武安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肃宁县交通局委员会

中共山西省晋城南公路管理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山西省公路局吕梁分局委员会

中共山西省娄烦公路管理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山西省公路局长治分局下黄公路超限检测站支部委员会

中共山西中交翼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乌海市公路养护中心海勃湾分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兴安盟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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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阿拉善盟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乌力吉机械化边防养

护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巴彦托海分中心支

部委员会

中共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安全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政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中共朝阳市公路管理处机关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黑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委员会

中共哈尔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牡丹江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黑龙江省呼兰养路总段委员会

中共密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沪杭路桥联合支部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沪嘉实业沪嘉交通联合支部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兆亿隧桥兆申联合支部委员会

中共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安徽省公路工程技工学校教务支部委员会

中共宣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江西省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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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西省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萍乡市公路管理局安源分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委员会

中共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临沂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共中铁建山东京沪高速公路济乐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铁建山东济徐高速公路济鱼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新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河南官渡黄河大桥开发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十堰市公路养护中心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荆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宜昌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委员会

中共襄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委员会

中共仙桃市四达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交投襄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湖北交投随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湖北交投宜昌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第四支部委员会

中共隆回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桑植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安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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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岳阳市洞庭湖大桥养护中心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委员会

中共江门市新会公路事务中心养护支部委员会

中共肇庆市公路局马房大桥管理所和二塔战备渡口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惠州广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梅州市梅县区公路事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广西北投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江州公路养护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公路养护中心养护支部委员会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公路养护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公路养护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公路事务中心机关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大足区交通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公路服务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中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中交资管贵州区域管理总部贵江高速管理中心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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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州省玉屏公路管理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遵义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平塘公路管理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余庆公路管理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公路局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渭南公路管理局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铜川公路管理局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汉中市公路局委员会

中共甘肃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甘肃省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甘肃省金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甘肃省定西高速公路处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甘肃省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甘肃省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刘家峡公路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青海省湟源公路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青海省达日公路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青海省冷湖公路段支部委员会

中共阿克苏公路管理局委员会

中共和田公路管理局于田分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伊犁公路管理局尼勒克分局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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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塔城公路管理局额敏分局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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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路交通行业百名优秀政研工作者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义昌 甘肃省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马 华 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马雪姣 伊犁公路管理局伊宁分局

王 伟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王 凯 青海省海东公路总段

王天舟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王冬梅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

王立民 潍坊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王永军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志伟 青海省果洛公路总段

王洪超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王雪娥 上海嘉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韦春桂 河池公路发展中心

方 磊 中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尹英群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

邓 强 甘肃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龙 璐 青海省公路局

史瑞文 吕梁公路分局中阳公路管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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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慧军 山西省公路局长治分局

令彦荣 甘肃省酒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吕志云 贵州省都匀公路管理局

刘 洪 陕西省延安市公路局

刘上华 新田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刘子丽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刘云会 贵州省凤冈公路管理段

刘书涛 隆化县交通运输局

刘发文 重庆市公路事务中心

刘志孔 张家口市地方道路管理处

刘宏武 山西交控集团

阮夏恒 桂东公路发展中心

阮清献 新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严玉花 青海省玉树公路总段

李 萌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李 涛 神农架林区公路管理局

李 强 广东省公路管理局科技教育中心

李东升 肇庆市公路局

李栩敏 湛江市公路事务中心

杨 娜 潜江市交通运输局

杨向军 甘肃省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杨明友 随县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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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友 陕西省商洛公路管理局

吴晓琳 漯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沈国龙 上海沪宁高速公路（上海段）发展有限公司

张 青 陕西省咸阳市公路局

张太良 吉首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张若通 中铁建贵州安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张根法 山西省公路局晋城分局

张新斌 中铁建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张福军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承秦高速公路承德段有限公司

陆 珊 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陈 莉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柳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陈怀锋 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

陈建国 甘肃省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陈树先 天津市蓟州区交通局

陈海涛 齐齐哈尔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陈雪森 安徽省淮北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苑 鹏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溪分公司

罗艳军 湘潭市公路养护中心

周 健 上林公路养护中心

周在喜 衡阳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周丽娜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周灵琳 重庆市公路数据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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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奇 河南公路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孟 军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孟继民 中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封小平 惠州广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赵 丹 鹤岗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胡 岩 双鸭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钟飞龙 重庆市公路事务中心

侯亚民 陕西省韩城公路管理局

袁军辉 江西省鹰潭市公路管理局

倪红玲 黄冈市公路管理局

徐 昕 临沂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徐 爽 黑龙江省通河养路总段

徐文文 宜春市公路管理局

徐海鹏 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翁晓和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凌 勇 安徽省公路工程技工学校

高 绚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郭 部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郭晓萍 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石狮分中心

唐隽永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梁文浜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崇左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黄正华 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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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凌志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曹文海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鄂小雅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局

崔 萍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

康晓革 陕西省西安公路管理局

康新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

彭旅京 岳阳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

覃 昊 广西沿海公路发展中心

谢文才 赣州市公路发展中心

赖国秋 广西玉林公路发展中心

鲍灵芬 贵州省关岭公路管理段

满恒强 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谭国栋 大连市航运和物流发展服务中心

薛博泳 中交资管佛山广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鞠 明 尚志市公路管理站

魏 然 江西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公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