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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21年度全市网络舆情政府信息公开

公文处理政务信息市长热线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汝政〔2022〕4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

2021 年度，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办事效率，全力做好政府网

络舆情、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公文处理、政务信息以及市长热线

等工作，在服务政府决策、服务社会民生、确保政令畅通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为激励先进、树立榜样，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市城市管理局等

24个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先进单位、常耀锋等 41名先进个人，市

财政局等 24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单位、田怡芳等 40名先进

个人，市农业农村局等 12个政府公文处理工作先进单位、张怡

然等 37名先进个人，市水利局等 26个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段光辉等 73名先进个人，市教育体育局<教育>等 25个市长热线

工作先进单位、韩一帆等 67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其他乡镇（街

道）及市直单位要主动对标先进，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

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担当作为，提高工作质量，努力推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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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汝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附件：1．2021年度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2．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3．2021年度政府公文处理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4．2021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5．2021年度市长热线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2022年 6月 13日

附件 1

2021年度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2021年度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先进单位（24个）

市城市管理局 市教育体育局<教育>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医疗保障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公安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水利局 市国有资产事务中心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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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寄料镇政府 小屯镇政府 杨楼镇政府 蟒川镇政府

陵头镇政府 骑岭乡政府 风穴路街道办事处 煤山街道办事处

二、2021年度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先进个人（41人）

常耀锋 王延正 王志宇 胡一博 杨林培 宋俊龙

郭开元 韩恒超 陈 舒 张蓬辉 田怡芳 高富国

徐云鹏 张世洋 贾冰冰 马志勇 平建伟 张鹏龙

韩 璐 何建勋 苏肖刚 甄怡冰 兰亚彬 雷双菲

韩一帆 王安邦 闫恒超 贺利乐 白月月 王晓燕

禹萌萌 樊鹏磊 王帅统 于康珂 晋 萌 闫延飞

付沛丽 周延卿 郑佩玉 王优子 马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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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单位（24个）

市财政局 市融媒体中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税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气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新型城镇化管理办公室

市畜牧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教育体育局<教育> 市残疾人联合会

陵头镇政府 杨楼镇政府 大峪镇政府

小屯镇政府 蟒川镇政府 骑岭乡政府

风穴路街道办事处 煤山街道办事处

二、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个人（40人）

田怡芳 常耀锋 马 飞 刘丽丽 韩刚强 吕世远

陆帅涛 李军鹏 王 佳 李凯锣 杨向前 刘亚非

刘 源 李 茂 张志杰 郭向超 郭冰冰 申林林

靳莹莹 杨鹏鹏 陈佳佳 王丁一 苏肖刚 张延兵

张晓锋 何建勋 李晓芳 李博涛 李启迪 陈 琳

芮许凯 孟玲鸽 鲁彩莉 冯亚可 禹雪萌 杨鹏宇

王 颖 刘家欣 王耀辉 周 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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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度政府公文处理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2021年度政府公文处理工作先进单位（12个）

市农业农村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统计局

市地矿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新型城镇化管理办公室

临汝镇政府 庙下镇政府 杨楼镇政府 煤山街道办事处

二、2021年度政府公文处理工作先进个人（37人）

张怡然 冯冰洋 张小丹 杨芳芳 朱嘉鑫 姬亚斌

李军鹏 仝丹柯 刘 源 鲁雅佳 张兆宗 王笑笑

郭伟平 王攀锋 惠志铮 刘洋洋 宋豪阳 怯耀巍

何建勋 王招朋 席许苛 张月利 霍世佳 姚依霖

李启迪 毛远恒 吕世远 王军涛 华万智 闫 杰

张宗宗 张兆炎 李 颖 汤明明 董 琨 姬蒙蒙

苏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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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2021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26个）

市水利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商务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财政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体育局<教育>

市民政局 市人民法院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司法局 市畜牧局 市金融工作局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新型城镇化管理办公室

小屯镇政府 蟒川镇政府 大峪镇政府 米庙镇政府

煤山街道办事处 钟楼街道办事处 汝南街道办事处

二、2021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人（73人）

段光辉 毛远恒 李志豪 刘亮果 贾俊祥 张 彬

孟祥旭 马帅强 刘晓廷 闫泽华 张小娟 陈 思

王充沛 叶爱香 史湘辉 陈楠好 孙飞飞 穆振川

王洋洋 王丁一 宋俊龙 麻哲浩 闵许娟 马亚丽

侯欢利 杨松播 曹忠良 李大永 王浩娜 杨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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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娜 陈洁花 王可娜 陈 健 侯五平 闫鑫鑫

王淑亚 毕国强 陈跃峰 吕世远 马红强 席现军

吴 磊 马 飞 刘小辉 刘武涛 苏肖刚 武明君

马鹏亮 马媛媛 李雪松 华万智 刘源远 范艳利

王志杰 范敬涛 郑依佳 邵浩辉 许朋朵 时 光

薛媛媛 常耀锋 张晶雅 朱宇琛 李旭鹏 陈奕静

马文露 郑淑月 杨佳佳 李 展 张红利 闫雅文

陈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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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年度市长热线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2021年度市长热线工作先进单位（25个）

市教育体育局<教育> 市公安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物价管理办公室 市医疗保障局 市煤矿安全监察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金融工作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市农业农村局 市行政服务中心 市残疾人联合会

蟒川镇政府 杨楼镇政府 米庙镇政府 寄料镇政府

骑岭乡政府 风穴路街道办事处 煤山街道办事处

市110指挥中心 国网河南汝州市供电公司 市自来水发展有限公司

二、2021年度市长热线工作先进个人（67人）

韩一帆 苏肖刚 李亚峰 何建勋 刘武涛 张鹏龙

李旭鹏 雷双菲 韩延杰 杨鹏鹏 靳莹莹 李文鹏

王亚萌 华万智 王丁一 郑晓峰 梁亚波 武少举

陈亚南 常莹琪 韩燕娟 李旭阳 孙淑娟 王凯歌

王嵩嵩 秦帅亮 杨 帆 张蓬辉 何香敏 崔舒舒

张晶雅 范晓娜 邢佳婷 张吉星 马晓峰 肖姗姗

马喆喆 李文峥 高超飞 杨浩天 叶超洋 鲁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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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长 宋俊斐 袁彩霞 李红涛 陈亚迪 姚俊琦

付沛丽 杨晓辉 王亚超 张家程 席现军 马红强

杨 迪 马寒华 贺利乐 白月月 高国旗 杨俊辉

樊正品 刘玉攀 杨新凯 张跃华 赵哲伟 崔蓓蓓

李梦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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