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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百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江苏省百佳
离退休干部党员拟推选展示对象名单

一、江苏省百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拟推选展示对象（100个）

南京市

南京市玄武区发展改革委退休党员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城社区苏瑞党支部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南炼新村社区退休党支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机关老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最美夕阳服务社党支部

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离退休老干部第二党支部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老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老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无锡市

江阴市云亭街道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宜兴市和桥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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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委统战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离退休干部第五党支部

徐州市

丰县中阳里街道古丰社区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

沛县大屯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睢宁县凌城镇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

新沂市农业农村局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徐州市鼓楼区黄楼街道彭校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徐州市政协离退休党支部

徐州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党支部

常州市

江苏省中关村高新区城东老干部党支部

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党支部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苏州市

常熟市沙家浜镇沙家浜老干部党支部

昆山市锦溪镇党群工作局第二（老干部）党支部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机关老干部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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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机关退休第二党支部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退休党支部

南通市

海安市海安街道凤山村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如皋市科学技术局老干部党支部

如东县人民医院离退休干部第二党支部

启东市汇龙镇汇龙离退休干部总支部委员会第一党支部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老干部总支部委员会公安党支部

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南通市海门区三厂街道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南通市人大机关离退休干部总支部委员会第一党支部

南通市教育局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南通市司法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连云港市

东海县人民医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灌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老干部党支部

灌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连云港市墟沟中心小学退休党支部

淮安市

涟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离退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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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马坝镇老干部党支部

金湖县戴楼街道退休干部党支部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干部第一党支部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离退休党支部

盐城市

滨海县公安局老干部第一党支部

阜宁县郭墅镇老干部党支部

射阳县教育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建湖县教育局离退休党支部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离退休干部第二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大丰区税务局老干部党支部

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老干部党支部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机关老干部第二党支部

扬州市

宝应县山阳镇机关老干部党支部

仪征市委党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大桥老干部党支部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老干部党支部

镇江市

句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干部党支部

扬中市财政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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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第五党支部

镇江市委办公室老干部党支部

镇江市教育局机关离退休党支部

泰州市

泰兴市宣堡镇老干部党支部

兴化市昭阳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泰州市姜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老干部党支部

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干部党支部

宿迁市

泗阳县王集镇老干部第二党支部

泗洪县青阳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宿迁市宿豫区仰化镇老干部党支部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省直单位

省纪委监委离退休干部第三党支部

省人大办公厅老干部处第一党支部

省政府办公厅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省发展改革委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省财政厅退休干部第四党支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离退休干部第三党支部

省交通运输厅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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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场监管局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省妇联老干部党支部

南京海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离退休党支部

南京医科大学离退休第四党支部

南京林业大学化工轻工退休党支部

扬州大学文汇路校区退休第三党支部

徐州医科大学退休第一党支部

二、江苏省百佳离退休干部党员拟推选展示对象（100名）

南京市

庞月霞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工委原书记

金彩霞 四川省甘孜县档案局原副局长（系易地安置）

包明昌 南京市栖霞区司法局龙潭司法所原所长

王文斌 原宝钢梅山钢铁公司普教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李长河 原南京市大厂区机关党委书记

黄玉明 南京市纪委市级机关工委原书记

贺珍珠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原局长

周福龙 南京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郭传真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原副局长

冯 群 原南京市经协办副主任

沈元鹏 原南京市环保局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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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乃泉 原南京市物资局党委书记、局长

无锡市

窦秀兰 原无锡市南长区政协文教卫体专委主任

俞 斌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中学原教师

范建敏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原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

任

沈德鑫 无锡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原主任督学

崔万禄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办公室原主任

徐州市

衡敦亚 邳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刘明珠 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原党委副书记

邓传祥 徐州市云龙区和平桥小学原校长

朱德仁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原院长

王华超 徐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室原主任

佟嘉俊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周广华 徐州日报原副总编

苗瑞福 原徐州市农业委员会环能处副处长

徐家振 徐州市第一中学原副校长

常州市

汤介元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大原副主席

吴君璧 常州市钟楼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常州市公安局原二级高级警长王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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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一中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药师、副主任医师

苏州市

茅永良 江苏张家港酿酒有限公司监事会原主席

黄云峰 太仓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市人大内务司法工委原

主任

胥锦荣 吴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平龙根 苏州市姑苏区政协原调研员

王明猷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机关事务管理处原副主任

赵人骏 苏州市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

肖建国 原苏州市轻工局新品办主任

南通市

周克悦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东镇人大原副主席

蒋本立 如皋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

钱山柏 如东县双甸镇人大原主席

项觉生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陈文明 南通市通州区党史办原副主任

冯吉仁 南通市崇川区钟秀街道党工委原宣传委员

林文标 南通市海门区政协原副主席

严 宪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委、外事宗教委员会原主任、

城乡建设环境资源委员会原主任

黄元宰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主任助理、副调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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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克勤 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民警

连云港市

李连成 原连云港市麻纺厂副厂长

王福霞 连云港市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原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刘建荣 连云港市公安局新浦公安分局原政治委员

吴同义 原连云港市皮革塑料工业公司宣传科科长

许家诚 原连云港市贸易局工会主席

淮安市

朱 涛 原淮安市清河区政协主席

王颍淮 淮安市淮安区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组织员办公室原

主任

周祥林 淮安市洪泽区政协原主席

王开虎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乡原副乡长

程冠东 淮安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

王玉琏 淮安市气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盐城市

王维元 响水县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李章标 滨海县人武部原政治委员

王业频 东台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

袁玉珍 原盐城市亭湖区商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曾汉书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综治办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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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文林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黄海街道办事处原主任科员

商树林 原盐城市轻纺工业改革与发展办公室督导员

胡加宏 原盐城市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

扬州市

杨元庆 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员、检委会委员

孔晓东 扬州市邗江区蒋王街道劳动社保所原所长

郑 翔 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党工委原副书记、二级主任

科员

单启宁 扬州市人大财经专委原主任

丁学和 原扬州市蔬菜公司仓库副主任

镇江市

朱钧荣 丹阳市人民法院原庭长

蒋卫东 镇江市润州区政协原副主席

孙国忠 原镇江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殷国福 国家税务局镇江市丹徒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泰州市

邵志彬 靖江市孤山镇人大原主席

常郭武 泰州市高港区大泗镇原镇长助理

骆宏才 泰州市姜堰区沈高镇人大原副主席

薛春兰 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原新联社区党支部书记

董文虎 泰州市水利局原局长

宿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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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富 沭阳县马厂镇原新闻报道员

王国盈 宿迁市泗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刘聿平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

陈运祥 宿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原主任

陈立昶 宿迁市农科院原院长

省直单位

陈民芳 省委办公厅原调研员

顾介康 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卜承祖 省政协原秘书长

秦志法 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委外宣办原主任

沈 谊 原省计经委处长

戴根渠 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

王履华 原省卫生厅医政处督导员

华耀国 团省委少先队原总辅导员

张继青 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原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李小储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殷凯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

黄 涛 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金陵女子学院原院长

金树德 原江苏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包 斌 盐城师范学院盐城商校教务科原科长

蔡宝祥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传染病研究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