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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近年来,市妇联系统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以及市妇儿

工委各成员单位和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自觉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能,全面落

实妇女儿童规划,妇女儿童事业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效,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勇于担当、无私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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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首都妇联工作和妇女儿童事业作出了

重要贡献。

为表彰先进、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决定,授予北京市东城区妇女联合会等100个集体北京市

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张冉等199名同志北京市妇

女儿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始终保持昂扬的精

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为妇女儿童事业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不断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市妇联系统各级组

织和广大干部职工以及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和广大妇女儿童工

作者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把“两个确立”真

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保

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团结带领首都广大妇女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

追梦的奋斗者,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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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2.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 京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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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共100个)

　　妇儿工委系统(50个)

北京市东城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西城区统计局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

北京市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通州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小学

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黄村人民法庭

北京市怀柔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市平谷区统计局

北京市密云区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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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延庆区民政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

中共北京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一处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二处

北京市财政局党政群团处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咨询服务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产科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处

市委宣传部出版处

北京市网络舆情和举报中心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文科处(科普处)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行动支队三中队

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福利事务一处

北京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社区培育规划研究中心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直属机关工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会(妇工委)

北京市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团城湖管理所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

北京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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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北京市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统计处

北京市玉渊潭公园管理处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机关党委(人事处)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北京市朝阳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

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北京科学中心(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

妇联系统(50个)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百顺社区居民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裕中东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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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富润社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妇女联合会

北京时代光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妇女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家庭教育研究会

北京汽车博物馆(北京市丰台区规划展览馆)妇委会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方庄街道办事处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街道东山坡社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门头沟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办事处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瑞雪春堂社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通州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顺义区妇女联合会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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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妇女联合会

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妇委会

北京市昌平区妇女联合会权益部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大兴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格林雅苑社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平谷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张辛庄村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怀柔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怀柔区龙山街道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妇女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密云区税务局

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沿湖社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尖岩村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延庆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屯军营村妇女联合会

北京市延庆区百泉街道振兴北社区妇女联合会

北京港澳台侨妇女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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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妇工委

北京悦英新女性成长促进中心

北京市妇儿工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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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共199人)

　　妇儿工委系统(100人)

张　冉　　　　东城区委组织部干部二组组长、一级主任科员

刘超颖　　　　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严　佶　　　　东城区教育委员会小教科科长

张　宏(满族)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

闫娟娟　　　　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

魏文博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一部副主任

张　阳　　　　西城区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

何骏飞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德育干部、高级教师

范文瑶　　　　朝阳区委组织部干部三科二级主任科员

孙盛楠　　　　朝阳区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科二级主任科员

何雪婷　　　　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

吴丹萍　　　　朝阳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党建组织科科长

(中教二级)

刘栩凝　　　　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科副科长

张晓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工会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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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慕心　　　　海淀区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

黄　萍　　　　海淀区妇女联合会妇儿工委办常务副主任

张永明　　　　丰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北京市

丰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　明　　　　丰台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陈　洁　　　　丰台区丰台第六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武洪敬　　　　石景山区经济社会调查队社会科级统计科科长

乔彦云　　　　石景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与妇幼科科长

韩　玲　　　　石景山区委组织部干部一科副科长、一级主

任科员

翟　颖　　　　门头沟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徐　妍　　　　门头沟区委组织部干部任免科副科长、三级

主任科员

刘艳莉　　　　门头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和老年健康科

科长

田　聪　　　　房山区教育委员会小学教育课四级主任科员

周　溦　　　　房山区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科二级主任科员

侯　婕　　　　房山区妇女联合会社工

王宇环　　　　通州区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侯海鸥　　　　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卫生科主管医师

刘　嵩(回族)　通州区社会福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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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秀娟　　　　通州区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

朱　笋　　　　顺义区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

杨乃辰　　　　共青团顺义区委员会权益部三级主任科员

崔　跃(满族)　顺义区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谷晓芬　　　　昌平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主

任医师

付金华　　　　昌平区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谷　冲(回族)　昌平区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

王克花　　　　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办科长

于慧荣　　　　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查部二级检察官

高浩然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四中队

中队长

李　鑫　　　　大兴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

王艳玲　　　　怀柔区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妇委会主任

王海霞　　　　怀柔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

中心主任

谢常莲　　　　怀柔区教育委员会审计科科长兼妇委会主任

陈伟凤　　　　平谷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展中心主任科员

宋昊宇　　　　平谷区委组织部干部科四级主任科员

杨　彦　　　　平谷区妇女联合会组宣部部长、区妇儿工委

办公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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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文　　　　密云区统计局人口社会科科长

贾立娟　　　　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家庭科科长

李　娜　　　　密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四级高

级法官

张　娜　　　　延庆区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

刘艳华　　　　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服中心副主任

张　赛　　　　延庆区教育委员会小教科科员

王　博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三级主任科员

佟　娜　　　　市委编办公室机关党委(人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常冰冰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四级主任科员

王　鑫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　铮(满族)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一

级主任科员

曹　囡　　　　北京市财政局党政群团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天福(满族)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副

处长

宋抒敏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干部一级主任

科员

沈汝冈　　　　北京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郗淑艳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

王　刚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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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主任科员

吴小平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党建工作处)副处长

张　艳　　　　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网络监管和应急指

挥中心六级职员

倪　盈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项目管理部

副部长

佟智勇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行动支队一级警长

姜　昆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副中队长

郁　梅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工会主席

张　婷　　　　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　汇　　　　北京市司法局规范性文件审查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金玉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工会主

席、一级警长

张　宇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机关党委一级

主任科员

秦芳芳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社会工作部主任

戴志锋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一

级主任科员

张　莉　　　　北京市水务局妇工委主任、工会专职副主席、

女工委主任

李　媛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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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滨　　　　北京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处四级调研员

胡　方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处)

四级调研员

杨　欣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处四级调研员

汪田诗(土家族)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宣传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寇萌萌　　　　北京市木樨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市排

球运动管理中心)跳水队一线主教练

方　芳　　　　北京市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统计处四级调研员

刘　静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副处长

张　慧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

弓红英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三级

高级检察官

刘靖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许贞花(朝鲜族)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副

主任

佟立成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张晓星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

于梦辉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一级主任科员

崔　静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服务中心创新培育

部部长、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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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历丽　　　　北京妇幼保健院主任

南　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邱　红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国

家注册城乡规划师

张　霞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张雪梅(回族)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北京青少年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执行主任

张　燕　　　　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负责

人、女工协会主任

妇联系统(99人)

范　莉　　　　东城区妇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张　晶　　　　东城区妇联权益部部长

苏　博(满族)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妇联主席、党群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

赵晓萌　　　　东城区花市街道妇联主席、党群办副主任

栾艳秋　　　　东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副

书记、区妇联执委

李　艳　　　　北京红桥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妇委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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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霞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妇联主席、一级主任科员

刘　滨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西城区妇联执委、

兼职副主席

刘卫东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妇联主席

申　骏　　　　西城区妇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张　建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冠英园社区妇联主席

郑　青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治处一级高级警

长,西城区妇联执委

刘东霞　　　　朝阳区妇联组织发展部部长

贾　宁　　　　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妇联主席、党工委副书记、

三级调研员

刘　丽　　　　朝阳区建外街道办事处专职副主席

桂　帆　　　　北京国际汉语研修学院院长、朝阳区妇联执委

王　青　　　　朝阳区王四营地区办事处妇联专职副主席、

党群工作办公室科长

王慧超　　　　朝阳区妇女儿童公益慈善促进会理事、叶青

大厦妇联主席

梅艳冬　　　　海淀区妇联二级调研员

刘俊英　　　　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党群工作办公室科

长、街道妇联专职副主席

汤颖滨　　　　海淀区东升镇妇联专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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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琴　　　　海淀区上庄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科员

何银萍　　　　何氏浩生(北京)国际中医药科学研究院总经

理、海淀区女企协会长

曾向群　　　　北京汉唐自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海

淀区妇联第十三届执委

王　科　　　　丰台区瑞丰社会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马　英　　　　丰台区马家堡街道西里第二社区居党支部书

记、主任、妇联主席

曹明明　　　　丰台区意馨幼儿园园长、丰台区妇联执委

李长虹　　　　丰台区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妇委会副主任

戴玉红　　　　丰台区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居委会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服务站站长、妇联主席

赵晨娟　　　　丰台区人民政府宛平街道妇联常务副主席、

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

朱　宁　　　　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妇联专职副主席、党群

工作办公室科长

孙　靖(满族)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四级高级警长(分

管公安分局妇女儿童工作)

李建华　　　　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麻峪北社区党委书记、主

任兼妇联主席

陈红英　　　　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五里坨街道妇联专职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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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党群工作办公室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韩　颖　　　　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模式口东里社区妇联主

席、居委会委员、服务站副主任、站长

郭　燕　　　　门头沟区总工会副主席、妇联兼职副主席、三

级调研员

孟庆双　　　　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妇联副主席

王国平　　　　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妇委会委员、一级主任

科员

王林梅　　　　门头沟区雁翅镇大村村委会妇联主席、党支

部委员、村委会委员

高　娟　　　　门头沟区永定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

科员

刘　玮　　　　房山区蒲洼乡妇联专职副主席

王　宁　　　　房山区西潞街道海逸半岛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妇联主席

李秀林　　　　房山区大石窝镇王家磨村妇联主席

李雪东　　　　房山区长阳镇嘉州水郡北区社区党支部书

记、妇联主席

任正杰　　　　房山区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四级调研

员、工会主席、妇工委主任

高媛媛　　　　房山区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妇工委主任

—91—



张燕栩　　　　通州区妇联综合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　蕊　　　　通州区妇联权益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黎永妹　　　　通州区通运街道紫荆雅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妇联主席

陈瑞霞　　　　通州区西集镇肖家林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妇联主席

齐春秀　　　　通州区永顺镇妇联专职副主席

李文英　　　　通州区台湖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科

员

杨玉杰　　　　顺义区李桥镇妇联主席

李　响　　　　顺义区纪委区监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主任

科员(妇委会中从事妇女工作)

高　宇　　　　顺义区统计局综合科科长(妇委会中从事妇

女工作)

辛玉洁　　　　顺义区马坡镇妇联专职副主席

赵　璐　　　　顺义区石园街道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

科员

王秀君　　　　顺义区高丽营镇妇联专职副主席

郑　冉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市民活动中心职员、街

道妇联兼职副主席

赵冬云　　　　昌平区城北街道东关北里社区党委书记兼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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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主任、社区妇联主席

林　莉　　　　昌平区马池口镇妇联主席、四级调研员

李伟静　　　　昌平区农业农村局妇委会主任

刘　坤　　　　昌平区教育委员会教育工会副主席

张亚玲　　　　大兴区妇联发展部部长

计美香　　　　大兴区庞各庄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

科员

陈　颖　　　　大兴区礼贤镇妇联专职副主席

赵瑞岩　　　　大兴区清源街道康馨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妇联主席

赵琳达　　　　大兴区旧宫镇云龙家园社区副主任、妇联主席

高秀玲　　　　大兴区青云店镇大谷店村村妇联主席

郭海荣　　　　平谷区熊儿寨乡妇联副主席、四级调研员

张海梅　　　　平谷区王辛庄镇妇联副主席(正科级)

李卫民　　　　平谷区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区妇联兼

职副主席

高迎霞　　　　平谷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

王　莉　　　　平谷区峪口镇妇联副主席

喻　静　　　　怀柔区妇联家庭儿童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宋海清　　　　怀柔区渤海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科员

褚秀丽　　　　怀柔区庙城镇妇联专职副主席(正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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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华　　　　怀柔区泉河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副处级)

李　红　　　　怀柔区琉璃庙镇妇联专职副主席(正科级)

王　颖　　　　密云区妇联综合部部长

王　宏　　　　密云区果园街道果园西里社区妇联主席

赵海珍　　　　密云区密云镇大唐庄村妇联主席

王小红　　　　密云区东邵渠镇妇联专职副主席、正科级待遇

李桂文　　　　密云区古北口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一级主任

科员

李春雨　　　　密云区妇联权益部部长

王宏云　　　　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德育研训处主任、

高级教师、区妇联执委

李志玲　　　　延庆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妇委会主任

段丽宏　　　　延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工委主任

杜亚会　　　　延庆区儒林街道妇联专职副主席

崔燕英　　　　延庆区张山营镇妇联专职副主席、四级调研员

赵秀梅　　　　延庆区妇联组宣部部长

杨玉娟(蒙古族)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科研外事办助理研究员、

首都女教授协会会员

廖秦平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儿部部

长、妇产科主任、北京女医师协会会员

陈　晔　　　　中共北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妇工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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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市直机关妇工委专职副主任三级调研员

苗颖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机关党委(党建

工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　红　　　　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办公室主任

王　振　　　　北京红爹之家妇女儿童志愿服务促进中心理

事长

韩桂华　　　　北京市妇联发展部部长、一级调研员

倪秀丽　　　　北京市妇联组织部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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