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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面对
决胜全面小康历史任务和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考
验，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济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深入推进“1138”
工作体系，牢牢把握“攻坚”主基调，团结带领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实干、反对虚功，齐心协
力、共克时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北部
新区建设实现新突破，为加快向高质量中心城
区迈进打下了坚实基础，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
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为表扬先进，激励
全区上下振奋精神，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区委、区政府决定：给予区卫生健康局等 4 个区
直部门、新市镇记集体三等功；授予济阳街道等
2 个镇（街道）、区发展和改革局等 10 个区直部
门、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考核一等奖”；授予曲堤街道等 3 个镇（街
道）、区民政局等 10 个区直部门“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考核二等奖”；授予区科学技术局等10个区
直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三等奖”；授予
区农业农村局等3个区直部门“进位显著奖”；授
予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等3个双管部门“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授予区气象局等 3 个双
管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二等奖”；授予区供
电公司等4个双管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三等
奖”；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 4 个区直部
门、济阳街道等 2 个街道获得“双招双引集中攻
坚考核‘优秀’档次”；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等 4 个区直部门、济阳街道等 2 个街道获得

“动能转换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区纪委
监委机关等 4 个区直部门、济北街道等 2 个镇
（街道）获得“营商环境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
次”；区财政局等4个区直部门、新市镇等2个镇
（街道）获得“要素供给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
次”；区委宣传部等 4 个区直部门、济阳街道等 2
个街道获得“城市提升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
次”；曲堤街道等3个镇（街道）、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3个区直部门获得“乡村振兴集中攻
坚考核‘优秀’档次”；新市镇等 3 个镇（街道）、
市公安局济阳区分局等3个区直部门获得“社会
治理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市生态环境局
济阳分局等 4 个区直部门、济阳街道等 2 个街道
获得“生态环保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给
予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丁霞等 50 人“记三等功
（记功）”奖励；给予区农业农村局王群等 50 人
“嘉奖”奖励；授予山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工业经济发展质能评价一等奖”；授予
山东欧克家具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工业经济
发展质能评价二等奖”。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更是济阳区抢
抓历史机遇、实现全面起势的重要一年，做好各项
工作至关重要。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
荣誉、戒骄戒躁，提振精神、奋力拼搏，为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再立新功。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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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工
作安排，扎实推进全区“1139”工作体系，坚持实
干、反对虚功，抢抓历史机遇，担当北起使命，为推

动北部新区全面起势、加快向高质量中心城区迈
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
附件

2020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中
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名单
一、集体名单
（一）集体三等功（5个）
区卫生健康局、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济阳

国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市公安局济阳区分
局、新市镇

（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奖
1.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一等奖（13个）
济阳街道、新市镇、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投资促进
局、区司法局、区农业农村局、济北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2.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二等奖（13个）
曲堤街道、仁风镇、垛石街道、区民政局、区自

然资源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城市管理局、区财
政局、区检察院、区卫生健康局、区城乡交通运输
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信访局

3.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三等奖（10个）
区科学技术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济南市

济阳区委员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委区直机
关工委、区妇女联合会、区委党校、区审计局、区医
疗保障局、区融媒体中心、区委老干部局

（三）进位显著奖（3个）
区农业农村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融媒

体中心
（四）双重管理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奖
1.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3个）
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市公安局济阳区分

局、区税务局
2.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二等奖（3个）
区气象局、国家统计局济阳调查队、区黄河河

务局
3.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三等奖（4个）
区供电公司、山东济南烟草有限公司济阳营

销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阳分公司、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济阳区分公司

（五）重点专项工作奖
1.双招双引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区投资促进局、

区委统战部、区发展和改革局、济阳街道、曲堤街
道

2.动能转换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区科学技术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济阳街
道、曲堤街道

3.营商环境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区纪委监委机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法

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北街道、仁风镇
4.要素供给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城乡交通运输

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市镇、回河街道
5.城市提升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区委宣传部、区城市管理局、区公用事业发展

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阳街道、济北街道
6.乡村振兴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曲堤街道、新市镇、垛石街道、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

7.社会治理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新市镇、回河街道、济北街道、市公安局济阳

区分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信访局
8.生态环保集中攻坚考核“优秀”档次（6个）
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区城乡水务局、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发展和改革局、济阳街道、济
北街道

（六）工业经济发展质能评价奖
1.工业经济发展质能评价一等奖（10个）
山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汉方制药有限

公司、济南大自然新材料有限公司、济南统一企业
有限公司、山东铂源药业有限公司、济南华佳表面
科技有限公司、济南上华科技有限公司、济南三友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金晔农法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矗鑫建材有限公司

2.工业经济发展质能评价二等奖（10个）
山东欧克家具有限公司、济南约克农牧器械

有限公司、山东同智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山东济电德能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山东拓展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济南远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山东利建工程材
料有限公司、山东上好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山东
欧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二、个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记三等功（记功）（50人）
丁 霞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扬尘办负

责人
丁震涛 区税务局科员
刁在平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

发和住房保障科负责人
马庆堂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

资促进局局长
王 鹏 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

队一级科员
王东举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

和市政管理一科负责人
王业东 区城乡水务局水务工程建设与

管理科负责人
王永德 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
邓振建 区委组织部四级调研员、人才工

作科科长
朱吉凯 市公安局济阳区分局回河派出

所民警
朱宝玉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

监察室负责人
刘 胜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

分公司济阳办事处主任
刘士剑 区财政局预算和绩效管理科科长
刘玉磊 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会主席
刘永禄 区城乡水务局水利发展服务中

心负责人
刘莹莹 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负责人
刘雪明 区投资促进局四级主任科员
齐 健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

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工作人员
齐 娟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办公室负责人
江红军 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回河中队

负责人
安祥娟 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
孙 超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科

负责人
孙云杰 区信访局党组成员、信访受理协

调中心主任
李小松 区农业农村局一级科员
李风云 区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李世忠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

宣传科负责人
李法军 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协调服务中

心负责人
杨卫红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杨文霞 区委宣传部网信办副主任
张 坤 区自然资源局规划科负责人
张 岩 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环境监

测站站长
张 磊 区农业农村局农办秘书科负责人
张茂星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

济发展局雇员
邵登平 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济北中队

负责人
罗晓霞 区金融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周士元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

设服务局局长
周传振 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综

合协调组组长
赵 亮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四级主任科员
赵 亮 区商务信息中心工作人员
赵 磊 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建设

办公室副主任
姜兵兵 区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骆春清 区委组织部副处级领导干部、干

部科科长
徐成波 市公安局济阳区分局法制大队

民警
高成军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

济发展局副局长
高继华 区委组织部远程教育中心一级

科员
郭兆科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
陶 明 区城乡水务局水政水资源管理

科负责人
韩洪庆 区发展和改革局二级调研员
薛迎菊 区教育和体育局学前教育科负

责人
戴琳琳 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二）嘉奖（50人）
王 群 区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负责人
王立孝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

理科科长
王茂军 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征收补偿

科负责人
王泽海 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四级调

研员
王玲燕 济阳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

室工作人员
王海燕 区城乡水务局热线和信访稳定

办公室负责人
史 波 曲堤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综

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
毕京勇 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负责人
刘 娜 区自然资源局林业站站长
刘长生 区委党校教务科科长

刘方超 曲堤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
室负责人

刘宝剑 区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
刘振虎 区法院二级法官
许 霞 区城乡水务局财务审计科负责人
孙长雷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审

批科负责人
孙晓青 区卫生健康局组织人事科负责

人
李叶晖 区检察院二级主任科员
李安康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四级主任

科员
李咸娟 区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工作

人员
肖 剑 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环境监

察大队副大队长
宋方霞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宋永亮 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主任
宋荣华 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
宋晓霈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负责人
张 锋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

劳动保险事业处副主任
张东清 济阳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

室负责人
张伟伟 济阳街道办事处双招双引办公

室负责人
张兆武 区财政局综合科（农业农村科）

科长
张国勇 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

队一级科员
陈 琳 济阳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

室工作人员
陈 超 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
陈庆华 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职工
呼怀东 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区重

点项目办主任
呼晓阳 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
周志昊 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科副

科长
庞建良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赵玉梁 区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供热负责人
赵丕章 区发展和改革局投资与审批管

理科副科长
胡玉强 区中医医院外二科主任医师
骆礼贤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

就业训练中心主任
骆颖清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监督考核科

负责人
钱林强 区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崔乐毅 区城乡水务局组织人事科负责人
彭 栋 区信访局四级主任科员
董 军 区发展和改革局二级调研员
韩 宁 区委统战部统战工作科科长
楚广祖 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生态科

科员
霍明泉 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科

负责人
霍思刚 区卫生健康局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魏法玲 济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

合办公室副主任

中共济南市济阳区委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2020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2021年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