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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21年度汝州市水利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汝政〔2022〕3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

202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乡镇、街道及

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恪尽职责，主动作

为，通力合作，在持续推动河长制各项任务落实、严厉打击河道及

周边采砂（石）专项整治活动和实施推进“四水同治”等方面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市水生态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范，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蟒川镇等 38

个先进单位、秦万春等 244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不断取得

新的成绩。全市各单位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勇于担当，克难攻

坚，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幸福活力之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2021年度全市河长制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2．2021年度全市河道及周边采砂（石）专项整治

行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3．2021年度全市四水同治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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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13日

附件 1

2021年度全市河长制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

一、河长制工作红旗单位（6个）

（一）乡镇、街道

蟒川镇 汝南街道 陵头镇

（二）市直单位

市检察院 市水利局 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二、河长制工作先进单位（11个）

（一）乡镇、街道

王寨乡 大峪镇 小屯镇 杨楼镇 风穴路街道 骑岭乡

（二）市直单位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 市农业农村局

三、优秀河长（58名）

（一）乡级河长（28名）

秦万春 刘亚飞 王俊豪 李华州 刘许许 刘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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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鹏 姜战强 史向锋 王永芳 刘延伟 王世超

李志超 闫韦强 耿静静 王 磊 赵鹏飞 周营伟

郭帅武 刘红彬 邱凯利 李嘉超 庞小芳 邢胜军

彭永锋 王永平 张研哲 苏振伟

（二）村级河长（30名）

李汉伟 苏延政 冯志豪 李河云 张振亮 陈社伟

王社政 刘应霖 范武周 邢正国 贾志德 申京现

李秋杰 牛好杰 王俊涛 李红杰 毕建洛 陈武召

王胜利 宋现伟 李晓东 王旭涛 刘国桥 吴国强

王二重 陈超伟 武延涛 马福卫 邢红强 王舒层

四、河长制工作先进个人（87名）

（一）乡镇、街道（34名）

张幸周 史晓东 闫胜利 佑单单 温 飞 孔志强

刘跃飞 宋利娟 杨丹丹 刘 哲 张中臣 郭向涛

张刚建 秦晓军 高明才 随萍萍 武素晓 毛飞飞

王帅康 秦宇华 陈志谨 张红利 唐朋朋 黄艳梅

孟聪瑶 路帅芳 夏彭旭 娄 冲 曹兴召 高延凯

张智永 杜 海 赵晓涛 宋亚辉

（二）市直单位（53名）

王帅杰 段育鹏 王英吉 王 科 丁帅武 赵进辉

郭 娜 李学杰 王志强 连延召 杜志勇 孟玲鸽

闫延飞 张宗宗 李 颖 于康珂 张书伟 宁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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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亚停 郭武昌 赵宏胜 梁志侠 秦克亮 赵京汉

樊向华 李为体 宋俊龙 陈 瑜 秦 鹏 刘晓廷

杨雪冰 张海涛 闫志军 李腾飞 程 龙 尹亚乐

史跃飞 冀双跃 戎真真 李 宁 申小萌 李阿夏

王俊伟 雷雨田 王坤飞 李俊超 陈 健 许伟强

宋英杰 于莹璐 盛来保 冯亚斐 尚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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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全市河道及周边采砂（石）专项整治
行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红旗单位（4个）

温泉镇 小屯镇 王寨乡 市纪委监委

二、先进单位（8个）

庙下镇 纸坊镇 洗耳河街道 杨楼镇 市检察院

市法院 市地矿局 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三、先进个人（64名）

孙洪涛 张海民 牛军平 魏明江 刘玉林 张书伟

杜钰奇 李晓婉 张延恒 曹兴召 王永芳 王军涛

张幸周 温 飞 田利雪 何俊亮 王俊岩 杨栋杰

黄伟锋 王世超 王志远 黄洋洋 李昆鹏 高延凯

耿静静 张红利 岳少一 夏彭旭 刘跃飞 郭应奇

王贤红 马彦鸽 马建伟 娄 冲 梁志侠 董俊坡

宋亚辉 魏 祯 张飞飞 杨雪冰 李 宁 张红良

王帅超 孟玲鸽 闫延飞 张宗宗 杨旭娟 孔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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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豪 杨海超 连延召 杜志勇 陈学宾 张婷婷

刘项子 宋玉海 黄亚斐 李 元 李 明 史跃飞

刘建波 程卡鼎 李曼曼 韩明俊

附件 3

2021年度全市四水同治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9个）

市水利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林业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移民局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陆浑灌区汝州市管理局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

二、先进个人（35名）

王新涛 李为体 吴浩哲 晋大伟 许凯歌 冯冰洋

王 颖 宋守国 李 浩 王抒豪 彭红涛 宋志伟

郭延召 庞亚娟 闫世贤 于俊娜 朱家良 相一杰

邓宗涛 张相歌 王志云 陈一乐 刘晓廷 冀双跃

樊武正 孟 辉 李志毫 陈岩挺 毛媛媛 尹伟玲

戎真真 李志恒 常志恒 王增军 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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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