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文 〔2021〕49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2020年度全市消防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2020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论述,持续构筑

消防安全屏障,全力消除重大消防隐患,圆满完成各项消防工作

任务,有效保持了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的高度稳定。为鼓励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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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作,决定对2020年度全市消防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金水区

人民政府等41个先进单位和林洁等94名先进个人给予通报表

扬。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接下来的消防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全

市各级、各单位要以受到通报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紧盯消防工作目标任务,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打造全社

会全流程消防管理模式,发挥好消防安全保障作用,为加快现代

化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推进中原更加出彩、中部地区崛起、国家

黄河战略实施再作新贡献。

附件:2020年度全市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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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0年度全市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单位 (41个)

金水区人民政府

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

惠济区人民政府

荥阳市人民政府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郑州经开区管委会

市政府办公厅

市公安局

市应急局

市人社局

市总工会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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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中牟县公安局

郑州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指导中心

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

二七区德化街街道办事处

管城回族区南曹街道办事处

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

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经开区潮河办事处

高新区石佛办事处

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处

荥阳市豫龙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大冶镇人民政府

新密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办事处

中牟县雁鸣湖镇人民政府

河南绿地千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金威万豪酒店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千玺广场管理处

河南天鹅城饭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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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润万象城购物中心

河南省人民会堂

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大卫城店

郑州合盛怡思德酒店

二、先进个人 (94名)

林 洁 市发展改革委二级主任科员

刘亚涛 市政府办公厅七处副处长

蕫相栋 市政府办公厅行政财务处副处长

冯屹朝 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三级主任科员

段璐莹 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一级科员

郑永志 市人社局技师

屈玉星 郑州二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馆员

赵新刚 市城建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处一级科员

白晓辉 市商务局安全应急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

谭 波 市卫健委信访处处长

陈战洪 市城管局安全生产管理处处长

金福林 市市场发展中心市场处副处长

王玉亮 市住房保障局四级主任科员

尹志宏 市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监督处副处长

马 邈 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政策

创新处四级主任科员

刘 君 市公安局管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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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璐 市公安局惠济分局江山路派出所社区民警

钮锐锋 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大有路派出所社区民警

王 戈 市公安局上街分局政治处主任

苏 涛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王爱军 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副大队长

朱建民 荥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申秋丽 新密市公安局西大街派出所副所长

郝禄军 新郑市公安局新区派出所副所长

谷乐乐 巩义市公安局新华路派出所社区民警

马凯歌 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副科长

袁书强 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杨 凯 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

李运海 二七区一马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王子慧 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主任

沈鹏飞 管城回族区金岱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娅 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利平 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安监办主任

张发才 郑东新区商都路街道办事处安监办主任

王镕基 郑东新区如意湖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办主任

邵伟忠 郑东新区龙源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毛英华 惠济区政府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董建永 惠济区财政局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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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伟 郑州经开区明湖办事处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

赵舒娅 郑州高新区石佛办事处科员

安继红 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法延钊 荥阳市豫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王明山 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晓蒙 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主任

高淑峰 新密市刘寨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军伟 巩义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

宋鹏飞 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

李廷桢 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

焦炳军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警察支队消保大队副大队长

赵国顺 河南正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弘城项目物管部物业

经理

阴 顺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千玺广

场管理处秩序部经理

王海涛 郑州中部大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安防处消防主管

刘新胜 河南永和铂爵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安保部经理

张保全 河南移动郑州分公司综合部安全主管

陈俊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防科科长

张红霞 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副院长

任小波 正商建正东方中心秩序部主管

张军威 郑州华润万象城购物中心管业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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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庆 市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处处长

杜玉若 市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处长

胡 明 金水区消防救援大队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曹 平 中原区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员

黄亚哲 新郑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李祥金 上街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张旭光 市消防救援支队办公室副主任

孙 珂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副处长

陈 超 市消防救援支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副处长

董家立 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刘梦茜 市消防救援支队信息通信处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吴秀斌 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教育处二级助理员

董 瑶 市消防救援支队人事处二级助理员

王龙伟 市消防救援支队办公室二级助理员

王旭军 市消防救援支队队务处二级助理员

严 谨 市消防救援支队火调技术处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韩安琪 市消防救援支队财务处三级助理员

邓 亮 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站长

王 丹 二七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李 彬 二七区消防救援大队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金 钊 二七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李少斌 二七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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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毅 二七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李鹏飞 中原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江 浩 中原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王孜孜 惠济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郭昶宇 火车站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董维平 火车站消防救援大队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张若曦 郑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李沂珩 郑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程 鹏 郑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许 冰 郑州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李 伟 新密市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刘磊鹏 登封市消防救援大队守敬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

刘 上 巩义市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周兴纲 中牟县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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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4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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