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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名单

长春市

长春市公安局户政支队人口信息管理科

长春市南关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长春市宽城区群英街道西道口社区居民委员会

长春市双阳区双营子回族乡人民政府

长春市九台区朝鲜族学校

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办事处红光村村民委员会

公主岭市龙山满族乡人民政府

吉林市

吉林市回族学校

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人民政府

吉林市船营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桦甸市桦郊乡晓光村村民委员会

舒兰市朝鲜族实验小学校

磐石市红光中学校

四平市

四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伊通满族自治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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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林师范大学委员会统战部

辽源市

辽源市西安区东山街道办事处

东辽县辽河源镇公平朝鲜族村村民委员会

通化市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辉南县楼街朝鲜族乡人民政府

白山市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长白镇人民政府

松原市

松原市宁江区团结街道办事处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花镇人民政府

白城市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镇赉县哈吐气蒙古族乡人民政府

洮南市人民政府永康街道办事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边歌舞团

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延吉市北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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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

敦化市人民政府渤海街办事处

中共珲春市委组织部

国家税务总局龙井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和龙市税务局

汪清县第四幼儿园

安图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边支队

梅河口市

吉林正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省直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驻村扶贫工作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亚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处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

省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鹿沟边境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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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武警总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边支队执勤二大队珲春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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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名单

长春市

金玄哲 （朝鲜族）　　　长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

吴宏俊 （满族） 长春市财政局行政政法处处长

白贞女 （女，朝鲜族）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副高级教师

回春伟 （回族） 长春老韩头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大伟 （满族） 长春大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　红 （女，锡伯族） 吉林省宇泰金银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

阿德尔·买买提 （维吾尔族）长春市新疆籍个体工商户

文胡实 （女，朝鲜族） 长春市朝阳区现代口腔医院门诊部院长

曲跃文 中共长春市南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胡荣芝 （女，蒙古族）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药师

董润玖 中共公主岭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李保会 中共榆树市延和朝鲜族乡委员会书记

张春玲 （女，回族） 德惠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

吉林市

付申武 吉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李佳桐 吉林市财政局党政群团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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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峰 （回族） 吉林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吴乌力吉木仁 （蒙古族）吉林市谷幽兰商贸有限公司副经理

郑　敏 （女，朝鲜族） 吉林市朝鲜族群众艺术馆馆长

杨　乐 （女） 中共吉林市昌邑区欣炭社区支部委员会

书记

胡　彦 （满族） 中共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韩屯村支部

委员会书记

赵贞花 （女，朝鲜族） 永吉县结核病防治所干部

刘志全 （满族） 永吉县金家满族乡人民政府乡长

王永全 蛟河市公安局长安派出所民警

四平市

赵福军 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群众体育

科科长

包相坤 （蒙古族） 四平市血液病中医研究所负责人

权广周 （朝鲜族） 四平中韩妇女儿童医院院长

莫　迪 中共四平市铁西区英雄街阳光社区委员

会书记、居委会主任

伊子民 （满族） 中共四平市铁西区孟家岭镇赫尔苏门满

族村支部委员会书记、村委会主任

田文艳 （女，满族） 中共四平市铁东区四马路街道东方社区

委员会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海燕 （满族） 伊通满族自治县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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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志 （蒙古族） 中共双辽市那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

支部委员会书记、校长

辽源市

赵剑锋 （满族） 辽源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何　梅 （女）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南康街道办事处党建

办公室主任

方　勇 中共东丰县三合满族朝鲜族乡委员会书记

通化市

崔洪铁 （满族） 通化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王振宇 中共吉林通化国家粮食储备库委员会副

书记、驻驼腰岭镇东兴村第一书记

曹继红 （女，满族） 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乡中心小学教师

康大伟 （满族） 中共柳河县姜家店朝鲜族乡委员会书记

朴英男 （朝鲜族） 集安市朝鲜族学校校长

白山市

郭晓春 （满族） 白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三级调研员

宁凤莲 中共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委员会书记、

董事长

胡贵臣 中共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委员会书记

赵大志 （满族） 中共抚松县兴参镇委员会书记

金　顺 （女，朝鲜族）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中学教师

王修琴 （女） 中共临江市建国街道世纪春社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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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居委会主任

松原市

刘红霞 （女） 松原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包青春 （卓日格，蒙古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警军 （哈斯，蒙古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传习

中心主任

高武权 （蒙古族）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花蒙古族

中学校长

王　剑 （哲别，蒙古族）中共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前郭尔罗

斯镇委员会书记

刘广臣 （满族） 扶余市三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乡人民政

府乡长

白城市

于轻舟 白城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武孙权 （蒙古族） 中共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元宝吐村支

部委员会书记

杨志刚 （蒙古族） 通榆县教育局民族教育科科长

白英林 （蒙古族） 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人民政府乡长

华玉红 （女） 中共大安市长虹街长虹社区总支委员会

书记、居委会主任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陈　彪 （朝鲜族）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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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芬 （女）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田显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外管大队大队长

张永文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财政局综合处处长

李雪峰 （朝鲜族） 延边星洲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负责人

李　丽 （女） 延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事务科科长

姜海英 （女，朝鲜族）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校长

金桂顺 （女，朝鲜族） 中共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山社区委员会书记

郑长伟 中共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

司委员会副书记

郑　林 （朝鲜族） 图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金昌德 （朝鲜族） 图们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姜洪锋 敦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所长

李　花 （女，朝鲜族） 敦化市第二幼儿园园长

欧瑰菊 （女） 中共敦化市人民政府渤海街办事处爱民

社区委员会书记

常　颖 （女） 敦化市人民政府民主街办事处主任

刘林波 （朝鲜族） 珲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田龙彬 （朝鲜族） 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孟繁荣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圈河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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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松花 （女，朝鲜族） 龙井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刘加胜 中共龙井市三合镇三合村支部委员会书

记、村委会主任

陈加利 吉林省中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英姬 （女，朝鲜族） 和龙市文化馆馆长

何淑梅 （女） 和龙市图书馆馆长

孙秀荣 （女） 中共和龙市文化街道文兴社区总支委员

会书记、居委会主任

朴梨花 （女，朝鲜族） 中共汪清县人民医院委员会书记

刘玉芝 （女，满族） 汪清县鸡冠乡人民政府文化体育工作站

站长

吴善花 （女，朝鲜族） 中共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总支委员

会书记、居委会主任

韩长发 中共安图县委员会书记

韩哲钟 （朝鲜族） 安图县石门镇人民政府榆树川村村委会

主任

申春女 （女，朝鲜族） 安图县九龙街道工作委员会顺山社区居

委会主任

崔日石 （朝鲜族）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

段延吉西站站长

徐　坤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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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钱　坤 中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工委统战部民族

宗教科副科长

梅河口市

元　芳 （女，朝鲜族） 中共梅河口市委统战部二级主任科员

中省直

王兴隆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张海峰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黄保东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监督检查处副处长

潘泰峰 吉林省财政厅党政处副处长

战　辉 吉林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韩彦婷 （女，回族）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音乐舞蹈戏剧学

院教授

王廷军 北华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吉林省少数民

族文艺创作基地负责人

李大东 （朝鲜族） 吉林省教育学院教授

刘　辉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境保

障部行政服务部总监、高级政工师

省军区

李绍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武装

部政治工作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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