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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新要求，大力践行“两海两绿”新路径，扎实推进

“五个新实践”，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

进，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为表彰先进、树立
典型，进一步激发担当实干、进位争先的热情，市
委、市政府决定，对在2018年度全市目标任务综合
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
表彰。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希望受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将荣誉视为新的起点，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希望全市上下主动对标先进，提高
目标定位，奋力开拓创新，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
焕发新气象、展示新作为，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
新东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东台市委 东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2018年度全市目标任务综合考核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

（2019年2月3日）

一、综合先进

1、先进镇（区）
东台镇 安丰镇 梁垛镇 富安镇
南沈灶镇 五烈镇
经济开发区 城东新区

2、先进部门单位
财政局 经信委 商务局 住建局
交通局 农委 市场监管局 发改委
卫计委 教育局 公安局 政务办
民政局 法院
编办 总工会 科协
国土局 供电公司 审计局 税务局
农商行 农行 江苏银行 交通银行

二、特别贡献奖

水务局 城管局

三、单项奖

1、经济发展高质量奖
经济开发区 城东新区 安丰镇
富安镇 东台镇 三仓镇 南沈灶镇
经信委 商务局 科技局 财政局
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2、改革开放高质量奖
经济开发区

国土局 经信委 卫计委 住建局
水务局 政务办 供电公司 人行
富乐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3、城乡建设高质量奖
城东新区 东台镇 安丰镇
富安镇 五烈镇 唐洋镇
交通局 国土局 城投公司
三仓镇兰址村

4、文化建设高质量奖
安丰镇 富安镇 三仓镇 西溪景区
文广新局 教育局
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
茉织华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5、生态环境高质量奖
沿海经济区（含弶港镇） 经济开发区
头灶镇 梁垛镇 安丰镇 时堰镇 许河镇
水务局 环保局
五烈镇东里村

6、人民生活高质量奖
三仓镇 时堰镇 东台镇 新街镇
交通局 卫计委 人社局 民政局 住建局
瀚隆家纺有限公司

7、党建工作奖
东台镇 溱东镇 安丰镇 梁垛镇
富安镇 三仓镇 南沈灶镇
经济开发区 沿海经济区（含弶港镇） 西溪景区

财政局 住建局 卫计委 人社局 检察院
司法局 政务办 国土局 供电公司 农商行

四、综合先进个人

王晓峰 徐 飞 杨小锋 朱亮亮 马圣群
许海东 储开华 曹 栋 朱均东 丁进东
冯慧东 周海骐 邹建华 杜 骅 潘春舒
朱文胜 丁素兰 陈丽珺 刘 晔 朱宝美
郁日升 钱晓斌 崔 海 王劲松 何亚东
沈朝晖 郑英铭 王 彦 刘 宇 张 进
沈旭东 冯惠祥 张明华 江建臻 仓定华
周兴祥 杨廉俊 马安军 崔 静 徐 红
周建东 周能智 崔晓林 朱志强 崔恒荣
朱鸿军 练晓玉 周海东 邱华锋 孟正平
吴志怀 许学军 许卫东 王卫国 梅崇春
冯少美 万曰汉 谭友华 万日祥 刘 玲
冯晓峰 朱旭东 顾加勇 丁克祥 李 进
朱盐东 杨龙春 赵信珠 李晓林 常 亮
夏 斐 开志国 王 磊 周锦海 吉 英
顾志文 韩惠琴 韩素萍 杨爱兵 常语峰
黄 俊 仲月军 唐兴宏 吴海明 刘学存
杨继业 王彩虹 徐 影 唐君华 崔亚平
孟月华 徐 斌 陈 娟 潘亚军 杨 春
卞 瑶 王龙文 沈小丽 周正华 王 斌
李华惠 马桂龙 陆 华 王长斌 王海洋
臧田桂 戴静平 仇友虎 袁 圆 陈小平
张碧玉 许永娟 杨文卫 戴海霞 郑 娴
丁慧琴 丁瑞军 潘义兵 周鹤风 何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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