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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
（87名）

呼和浩特市（4名）
韩永胜 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小口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杨俊爱（女） 玉泉区长和廊街道观音庙社区党总支书记
董海平 和林格尔县住建局党政办主任、黑老夭乡昆都

仑村驻村干部
李贤红 呼和浩特市公路局武川公路管理工区段家窑道

班班长
包头市（10名）
巴斯琴（女、蒙古族） 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

委员
唐飚 九原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共卫生管理站环

卫工
王士良（满族）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防务事

业部 604车间数控车工
斯仁敖道（蒙古族） 达茂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党员

中心户
张玉玺 包头市稀土研究院技术专家
贾占全 固阳县信访局副局长
张天鹤（女） 包头市第八中学教师
于正心 青山区先锋道街道北嘉社区老党员、社区义务

宣讲员
司瑞芳（女） 包头第一热电厂电气检修队二次班技术员
刘森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华云电解一厂高级业务主管
呼伦贝尔市（12名）
乌兰格日乐（女、蒙古族） 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巴彦乌

拉嘎查党支部副书记、妇联主任
于宗富 鄂伦春自治旗克一河镇人武部副部长、乌鲁布

铁镇朝阳沟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郭佳维（朝鲜族）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政委、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乡纳文嘎查驻村干部
阿其拉图（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主任科

员、红花尔基嘎查第一书记
张秀荣（女） 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办事处回民村农民党员

（种植大户）
孙玉龙（蒙古族） 满洲里市满洲利亚俄罗斯食品加工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李洋 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汇流河发电厂锅

炉检修焊工
沙其日胡（蒙古族） 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社会办主任

科员、布达图嘎查第一书记
巴乙拉图（蒙古族）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海拉图嘎

查牧民（党员中心户）
常金德 阿荣旗爱心志愿者协会会长、党支部书记
侯文全（女） 根河市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孙庆利 扎兰屯市蘑菇气镇凤凰窝村党支部书记
兴安盟（5名）
孟占军 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蒋红军（蒙古族） 乌兰浩特市城郊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孙振坤 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凤凰山村农民
李珺（女） 突泉县突泉镇党委副书记
陈秋霞（女） 兴安盟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通辽市（10名）
刘金锁（蒙古族） 科左中旗代力吉镇东五井子嘎查党支

部书记
刘金山（蒙古族） 科左后旗巴嘎塔拉苏木乌日都巴嘎布

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
付永久 奈曼旗青龙山镇互利村党支部书记
侯志国 开鲁县发改委办公室主任、小街基镇兴隆庄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长
黄金峰 燕京啤酒（通辽）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委员、设

备动力科科长
伏莹（女、蒙古族） 内蒙古科尔沁药业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王爱林（女） 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
顾秀英（女、满族） 库伦旗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陶占富 开鲁县果树协会会长、开鲁县盛隆果树培育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长春（满族） 通辽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文印中心党支

部书记
赤峰市（12名）
赵会杰（女、满族） 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
布和（蒙古族） 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汪安池嘎查党支

部书记
姚志军 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建昌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
白凤岐 敖汉旗玛尼罕乡草绳营子村农民党员
崔俊廷 宁城县汐子镇汐子村党总支书记
王学武 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口镇党委书记
孟和巴特尔（蒙古族） 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党委书记
郝彦波（蒙古族） 赤峰淇艺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
刘铁志（蒙古族） 赤峰学院生命科学院教授、菌物研究

所所长
吕剑峰（蒙古族） 内蒙古辽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项目部经理
王俊祥（蒙古族） 内蒙古润得建设集团党总支书记、董

事长
赵辉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家煤矿劳模创

新工作室主任

锡林郭勒盟（6名）
赵永前（蒙古族）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锡林郭勒

边境管理支队负责人
恩和太翁（蒙古族） 正蓝旗桑根达来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蔡桂林 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党委副书记
伊拉塔（蒙古族） 阿巴嘎旗伊和高勒苏木阿拉腾嘎达苏

嘎查党支部书记
谢伟英（女、蒙古族）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庭长
王成亮 锡林郭勒盟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乌兰察布市（3名）
靳淑芝（女、蒙古族） 兴和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
闫彩萍（女） 察右中旗宏盘乡副乡长
李峰 乌兰察布市地方病防治中心鼠防科主任
鄂尔多斯市（6名）
越振荣 乌审旗图克镇党委书记
衣丽杰（女、满族） 东胜区信访接待中心主任
燕志军 达拉特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张丽（女） 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特宾苏莫村党支部

书记
斯仁塔日娃（蒙古族） 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哈日根图嘎查

牧民
王金锐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名誉副院长
巴彦淖尔市（7名）
张三明 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
李杰 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推广中心主任
巴特尔（蒙古族） 乌拉特后旗巴音前达门苏木卫生院

院长
周补魁 五原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副所长
唐永刚 磴口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刘巧枝（女） 巴运公司五原汽车站站长
邓杰 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乌海市（3名）
刘建平 乌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乌达交警大队大

队长
郑永涛 内蒙古第八地勘院副总工程师
郭金奎 乌达区乌兰淖尔镇泽园社区居民（农业科技员）
阿拉善盟（2名）
尼玛（女、蒙古族） 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恩格

日乌素嘎查牧民（红色堡垒户）
图布巴图（蒙古族） 额济纳旗原古日乃苏木人大主席

（退休，义务治沙员）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2名）
陈东琦（女） 内蒙古射击马术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队运

动员
戚军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41所研究员
自治区高校工委（2名）
黄平平 内蒙古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苏金梅（女） 内蒙古农业大学理学院数学与统计学系副

主任
自治区国资委党委（2名）
王瑞军（蒙古族）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超高压供电局修试管理一处变电检修班班长
王嘉敏（女、蒙古族） 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

行会计财务科科长
呼和浩特铁路局（1名）
杜海宽 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西机务段包

头运用车间电力机车司机

优秀党务工作者
（56名）

呼和浩特市（6名）
赵剑峰 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朱红格（女、蒙古族） 土默特左旗白庙子镇卫计办主任、

驻白庙子镇四德堡村第一书记
张静 清水河县五良太乡菠菜营村党支部书记
栾世强 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云燕（女、蒙古族） 玉泉区昭君路街道党政办主任
李守业 托克托县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
包头市（6名）
高竹（女） 青山区富强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李永胜 包头供电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闫少军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所二、四室

联合党支部书记
云元熙（蒙古族） 东河区东站街道党工委书记
赵培凤（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

物资采购与管理部经理、党支部书记
王领柱 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
呼伦贝尔市（7名）
罗伟（女、蒙古族） 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党委

书记
王晓朋（女） 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库兴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刘杨（女） 扎赉诺尔区第一街道新开街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巴雅尔色汉（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自治旗辉河苏木政府

水保站站长、辉苏木查干诺尔嘎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郭智勇 阿荣旗霍尔奇镇党委组织委员
吴广臣（达斡尔族）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额尔和乡

宜和德村党支部书记
李庆林 额尔古纳市上库力街道前进村党支部书记

兴安盟（2名）
项东方 兴安盟农场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柳忠仁（蒙古族）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四中学党支部副

书记
通辽市（6名）
吴晓红（女、蒙古族） 通辽市蒙古族幼儿园党支部书记
梁旭滨（女、蒙古族） 科左后旗巴嘎塔拉苏木党委书记
李亚军 开鲁县开鲁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晓飞（蒙古族） 霍林郭勒市第一中学党支部书记
王彦辉（女） 科尔沁区明仁街道交通门社区党支部

书记
潘晓莹（女、满族） 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党委书记
赤峰市（9名）
张明 林西县新林镇党委书记
李旭东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党委书记
秦艳东 翁牛特旗亿合公镇党委书记
王金环（女） 赤峰市农牧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党办主任
张瑞芝（女、蒙古族） 松山区上官地镇头把火村党支部

书记
张国刚（蒙古族） 喀喇沁旗锦山镇牛头沟门村党支部

书记
李彩珍（女） 宁城县铁西街道泰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周晓峰 元宝山区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曹文涛（蒙古族） 红山区铁南街道铁南社区党委书记
锡林郭勒盟（4名）
李佳（女）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书记、

主任
牛俊杰 多伦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

组织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多伦诺尔镇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图苏和（蒙古族） 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巴音布

日德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长
新巴特尔（蒙古族） 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苏木浩尼钦哈

沙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长
乌兰察布市（2名）
柴海平 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党委组织委员、政府副镇长
邓小丽（女、蒙古族） 丰镇市官屯堡乡党委书记
鄂尔多斯市（3名）
苏美丽（女）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系党总支书记
任二虎 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党委书记
王怀坤（女） 东胜区交通街道党工委书记
巴彦淖尔市（3名）
赵国冬（女）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林海社区党总支书记
哈斯乌拉（蒙古族） 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苏木桑根达来

嘎查党支部书记
臧浩阳 巴彦淖尔电业局变电管理一处党支部书记、工

会主席、副处长
乌海市（1名）
武静（女） 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党工委书记
阿拉善盟（1名）
苏布登（女、蒙古族） 额济纳旗东风镇额很查干嘎查党

支部书记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4名）
张爱友（蒙古族） 内蒙古高路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党委

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闫承根 阿里河林业局防火办森林消防队党支部书记
张伟（女、蒙古族）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
李永利（女） 自治区气象信息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自治区高校工委（1名）
陈智（女）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常

务副院长
自治区国资委党委（1名）
王冬梅（女） 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党委组织

部部长（人事处处长）

先进基层党组织
（97个）

呼和浩特市（8个）
和林格尔县林业和草原局白二爷治沙站党支部
回民区通道街街道三顺店社区党支部
内蒙古伊利集团液态奶事业部金川党支部
呼和浩特市司法局机关党委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台格斗村党支部
永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党支部
包头市（11个）
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党工委
九原区沙河街道恒大社区党支部
固阳县怀朔镇阳湾村党支部
昆都仑区黄河西路街道黄河社区党委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电解二厂生产运行党支部
达茂旗希拉穆仁镇呼和点素嘎查党支部
内蒙古包钢稀土钢炼铁厂党委
包头市财政局机关党委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冶金研究所党总支
包头医学院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党总支
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楼房沟村党支部
呼伦贝尔市（10个）
阿荣旗六合镇党委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
海拉尔区胜利街道园丁社区党委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宝山镇党委

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奋斗村党支部
陈巴尔虎旗金骄蒙元文化传承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海拉尔区第五中学党总支
新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苏木敖伦诺尔嘎查党支部
华能伊敏煤电公司露天矿维修部党总支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党支部
兴安盟（6个）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党委
阿尔山市温泉街神泉社区党支部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家子村党支部
突泉县六户镇和丰村党支部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党支部
国网兴安供电公司党委
通辽市（10个）
科左后旗散都苏木党委
库伦旗茫汗苏木党委
扎鲁特旗鲁北镇义和碑村党委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昂乃村党总支
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党委
霍林郭勒市宝日呼吉尔街道红石社区党支部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通辽供电公司党委
通辽职业学院药品食品系党总支
通辽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通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
赤峰市（13个）
喀喇沁旗西桥镇雷营子村党支部
林西县十二吐乡党委
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元宝山区平庄城区街道党工委
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党委
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笤帚苗产业党总支
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古力古台嘎查党支部
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关东车村党总支
翁牛特旗梧桐花镇张家店村党支部
宁城县一肯中乡党委
赤峰红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
松山区振兴街道金御华城社区党支部
赤峰农牧学校党委
锡林郭勒盟（5个）
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党支部
正镶白旗星耀镇东仓村党支部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达布希勒特社区党委
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萨如拉努塔嘎嘎查党支部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北村党支部
乌兰察布市（6个）
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
乌兰察布市外出务工人员综合服务管理局呼市农牧民工

第十党支部
乌兰察布市直属幼儿园党支部
察右后旗当郎忽洞苏木甲力汗村党支部
丰镇市黑土台镇帽尔山村党支部
察右前旗三岔口乡党委
鄂尔多斯市（8个）
鄂尔多斯电业局党委
东胜区天骄街道党工委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准格尔旗义工协会党支部
鄂尔多斯市乌兰集团党委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
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党委
康巴什区滨河街道宁馨社区党支部
巴彦淖尔市（6个）
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哈萨尔社区党总支
杭锦后旗商会党支部
巴彦淖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机关党委
内蒙古富川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临河区金川街道党工委
五原县新公中镇党委
乌海市（2个）
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乌海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
阿拉善盟（2个）
阿拉善盟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腾格里额里斯镇乌兰哈

达嘎查党支部
内蒙古阿拉善宏魁苁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5个）
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满归林业局党委
额济纳海关党总支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党支部
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党委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离退休干部第九党支部
自治区高校工委（1个）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总支
自治区国资委党委（3个）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党委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热电厂党委
中国农业银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支行党委
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1个）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站党委

追授优秀共产党员
（1名）

于海俊 生前系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根河
林业局副局长

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全区党员总数为1598623名，
占全区人口总数的6.3%。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84281个，其
中基层党委4787个，总支部4634个，支部74860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女党员 478696名，占党员总数的

29.9%；少数民族党员385267名，占党员总数的24.1%。
党员的年龄。35岁及以下党员359217名，占党员总数

的22.5%；61岁及以上党员386642名，占党员总数的24.2%。
党员的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890926名，占党员总

数的55.7%。

党员的职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人员
665348名，工勤技能人员105880名，农牧渔民382870名，学
生 19557 名，离退休人员 297062 名，其他（含军人、武警）
127906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18年，各地各部门共发展党员34315名。
发展党员的性别、民族、年龄和学历。发展女党员15130

名，少数民族党员9768名，35岁及以下党员26349名，具有
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19828名。

发展党员的职业。发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

织单位人员15408名，工勤技能人员2343名，农牧渔民5403
名，学生9378名，离退休人员12名，其他（含军人、武警）1771
名。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22890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18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1755个，

表彰优秀共产党员7032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2528名。
四、党组织情况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区共有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116

个。其中自治区委1个，盟市委12个，旗县（市、区）委103个。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建制村党组织。全区已

建立党组织的城市街道为267个、乡镇为777个、社区（居委
会）为2427个、建制村为11071个。

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全区已建立党组织的机关和事
业单位分别为7490个和13508个。

企业党组织。全区已建立党组织的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
制企业分别为2627个和15379个。

社会组织党组织。全区已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法人单
位为4696个。

（注：部分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
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2018年全区党内统计公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