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石 家 庄 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件

石文明 〔2020〕9号

关于公布2019年度石家庄市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

各县 (市、区)文明委、市直各单位:

2019年,各地各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学雷锋

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全市志愿服务工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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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涌现出一批事迹突出、群众公认、影响广泛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对提高广大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

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鲜明的导向作用。

为总结经验、树立榜样、激励典型,2020年1月,市文明

委在全市开展了宣传推选2019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活

动。经过宣传发动、择优推荐、专家评审、媒体公示等环节,蒋

立鹤等200名志愿者被推选为 “石家庄市优秀志愿者”;石家庄

地铁志愿服务队等100个志愿服务组织被推选为 “石家庄市先进

志愿服务组织”;石家庄市图书馆 “故事人”志愿服务项目等

100个志愿服务项目被推选为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创新项目”;

长安区阜康街道栗胜路社区等50个社区 (站点)被推选为 “石

家庄市志愿服务示范社区 (站点)”;石家庄市纪委监委机关等

50个单位被推选为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常彦刚

等100名同志被推选为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工作先进个人”。

希望各类先进典型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今后

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的人

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要以学雷

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为榜样,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共同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各地各单位要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贯彻国务院和河北省 《志愿服务

条例》,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广泛持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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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为建设现代省会、经济强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2019年度石家庄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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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年度石家庄市学雷锋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名单

  一、石家庄市优秀志愿者 (200名)

蒋立鹤 石家庄市政协办公室

马 哲 石家庄市委市直工委

吕 辉 石家庄市委老干部局

高学振 石家庄市司法局

蔡 赟 石家庄市发改委

刘旭宁 石家庄市人社局

燕士英 石家庄市民政局

刘 凯 石家庄市财政局

樊新会 石家庄市税务局

郭校伟 石家庄市园林局

赵海涛 石家庄市人防办

李 敏 石家庄市供销社

刘晓楠 石家庄市轨道办

张 航 石家庄市林业局

王 洁 石家庄市统计局

王志伟 石家庄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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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亚南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赵志娴 石家庄日报社

邓云彬 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

李 聪 石家庄市医保局

张 栋 石家庄市美术馆

葛 淳 石家庄市交建公司

史晓茹 石家庄市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

靳新亮 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赵培聪 石家庄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邵 毅 石家庄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贾世元 石家庄市社区红十字会

郝冠宇 河北省爱心互助协会

闫 涛 河北省爱心互助协会

乔立冬 河北省爱心互助协会

刘 菲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郭千怡 河北传媒学院

王胜利 国际庄BMW俱乐部公益联盟

王敬云 河北恒佳信律师事务所

袁晓丽 木兰有约

崔亚枫 河北省新联合公益基金会

武新斌 河北省新联合公益基金会

李 鹏 石家庄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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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朋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任胜格 石家庄知恩公益爱心社

倪巧燕 河北行唐爱心会

王丽芳 公益河北

刘朝晖 河北省义务工作者协会长安区商务局义工志愿服务队

陈 雪 尊唯彩悦公益善行使者团

杨孟川 平山县爱心救援队志愿者协会

宋增华 河北龙易志愿者义工联盟

相月茹 爱心相助公益联盟

张 丹 河北爱心无限网志愿服务队

张玉贤 石家庄助学扶老联盟

麻永刚 河北大四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宋慧坤 石家庄印钞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

吴宏宇 河北省爱心互助协会

李建峰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柳 颖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佳购物频道

刘宏宇 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王 杰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靳灵展 石家庄市青年评剧团

付红涛 乐乐俱乐部

邱文利 尊唯彩悦公益善行使者团

巩丽静 尊唯彩悦公益善行使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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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慧贤 黄丝带志愿服务团

王守权 黄丝带志愿服务团

李 昆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雷 亮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薛鹏飞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玉辰涛 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王 洁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张天赐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唐天奥 石家庄学院

张 洁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王利雪 石家庄旅游学校

卫雨晴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秦盼婷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韩俊京 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

闫冠森 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

吉曲莹 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

朱伟华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杜晓亚 石家庄市青少年社会综合实践学校

朱素萍 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

关志宏 石家庄市第三十一中学

江 哲 石家庄市第二十三中

王跃辉 长安区广安志愿服务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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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芳 长安区建华一社区支援服务组织

朱晓琳 长安区荣景园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孙 亮 长安区新浩城社区志愿服务队

何鹏娜 长安区青园街道志愿服务队

赵兴峰 长安区庄窠社区居委会

付 生 桥西区东里街道仓红社区

杨永风 桥西区四中路西社区

宫金庆 石家庄蓝天救援队

赵 芳 桥西区苑东街道志愿服务队

刘雪珍 桥西区东风街道机关志愿服务队

赵晨芳 熙绮汇巾帼志愿服务团队

刘思源 桥西区德仁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志愿服务队

李学智 石家庄滨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陈跃军 桥西区南长街道经八条社区居委会

赵 艳 石家庄市西苑小学

李 娜 新华区东焦街道办事处

李丽华 石家庄市第十四中学雷锋班

周彦东 新华区柏南二社区志愿服务队

胡志存 河北爱心公益救援队

王立娜 新华区合作路街道北合街社区居委会

杜 静 新华区天苑社区志愿服务队

宋英轩 宋氏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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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潺 新华区北环路社区居委会志愿服务队

孟凡仲 裕华区裕华路街道建南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玄 芳 裕华区东苑街道尖岭小区社区居委会

郭 敏 裕华区建通街道绿家小区社区居委会

段荣会 裕华区槐底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娄百良 裕华区建华南街道凤凰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杜彦博 裕华区裕翔街道文河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王绍宁 裕华区方村镇人民政府

薛二梅 裕华区裕兴街道誉天下社区居委会

王 奕 石家庄市金马小学

李 晶 藁城区审计局志愿服务队

李 鹏 藁城区人民医院志愿服务队

李雅静 藁城区委宣传部志愿服务队

马素芬 藁城区张家庄镇赵庄小学志愿服务队

马延欣 藁城区张家庄镇志愿服务分队

徐东坡 藁城区文艺志愿服务队

刘 双 共青团石家庄市鹿泉区委

王彩霞 鹿泉区寺家庄镇寺家庄小学

曹 勇 鹿泉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李 辉 鹿泉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

崔革平 鹿泉区大河镇曲寨中学

王 敏 鹿泉区石井乡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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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彦 栾城区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耿玉峰 栾城区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胡袆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栾城区分公司

白妍妍 栾城区凌空桥路小学

乌菡悦 栾城区行政审批局

张 泽 栾城区应急管理局

刘玉晓 石家庄市春尔采暖炉具有限公司

赵沙沙 晋州市爱心车友协会

茹文平 晋州市爱心车友协会

李 勉 晋州市爱心车友协会

安续朝 晋州爱心志愿者协会

班顺强 新乐市爱心之家志愿者服务队

郭颜丽 新乐市中医医院志愿服务队

贾云静 新乐市医院志愿服务队

刘小敏 新乐市义工协会

马聪聪 新乐市文化馆志愿服务队

周双岭 石家庄市谦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

尹玉平 正定县团委志愿服务队

肖梦宇 华行志愿服务队

李延松 石家庄腾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郭兵杰 正定县常山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毕江海 井陉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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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菲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赵晓晗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井陉县供电分公司

朱丽巧 无极县教育局志愿者服务队

袁 叶 无极县税务局志愿服务队

许彬杰 无极县税务局志愿服务队

王伟棉 无极县教育局志愿服务队

孟军山 无极县教育局志愿服务队

李国红 深泽县医院志愿服务队

李彦珍 深泽县深泽镇志愿服务分队

刘 琳 深泽县政务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分队

杨志文 深泽县税务局志愿服务队

赵 倩 深泽县国土局志愿服务分队

张明君 行唐县教育局志愿服务队

赵玲霞 行唐县教育局志愿服务队

王建新 行唐县志愿服务队

张旭光 行唐县财政局志愿服务队

马金浩 国网河北电力 (行唐)共产党员服务队

李 琨 灵寿中学

彭敬芳 灵寿县爱心协会

孙志忠 灵寿县岔头镇松阳村

王 斌 灵寿县爱心协会

张文哲 灵寿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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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 茜 平山县志愿服务支队

王 晶 平山县和爱志愿者协会

尹玉梅 平山县太行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张振强 平山县太行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郑晨光 平山爱心救援队志愿者协会

杜建飞 赵县安济社工

李新巧 赵县西门小学服务队

苏梦巧 国网赵县供电公司志愿服务队

张素巧 赵县石塔实验学校志愿服务队

周博博 赵县职教中心志愿服务分队

李子森 元氏县红烛志愿者协会

高冬亮 元氏县红烛志愿者协会

陈会芳 元氏前营孝道活动中心

邵冠民 元氏前营孝道活动中心

王红梅 元氏前营孝道活动中心

郭长辉 高邑县人社局志愿服务分队

籍丽波 高邑县第一中学志愿服务分队

梁增辉 高邑县民政局志愿者服务队

刘江丽 高邑县广播电视台志愿服务队

马千里 高邑县医疗保障局志愿服务队

赵宝刚 赞皇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国飞 赞皇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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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瑞红 赞皇县委党校

邓 漓 赞皇县医院

任乐强 赞皇县公安局

陈泽洋 井陉矿区委宣传部 “暖阳”党员志愿服务队

高海云 井陉矿区委宣传部 “暖阳”党员志愿服务队

张恒博 井陉矿区横涧乡人民政府

李志娟 井陉矿区贾庄镇志愿服务队

任银芝 井陉矿区凤山镇志愿服务分队

二、石家庄市先进志愿服务组织 (100个)

石家庄市人大机关志愿服务组织

石家庄市政协机关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石家庄市发改委机关党委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地铁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市林业局党员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志愿者服务队

石家庄市教育局心理健康教育志愿咨询服务队

石家庄学院家电维修青年志愿者协会

石家庄旅游学校 “绿之队”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美丽心灵”志愿者协会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绿色微公益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与药品工程系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小红帽”青年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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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2019级高一 (15)班团支部

石家庄市第四十五中学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市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河北传媒学院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国际庄BMW俱乐部公益联盟

河北省安徽志愿者服务总队

大众汽车冀中合力志愿者服务队

华福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服务队

石家庄爱眼医院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萤火志愿联盟

21世纪教育集团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知恩公益爱心社

河北行唐爱心会

公益河北爱心团队

河北省义务工作者协会

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

尊唯彩悦公益善行使者团

石家庄一家人志愿团队

河北龙易志愿者义工团队

爱心相助公益团队

河北爱心无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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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爱坊

博客联盟

低碳简行

乐乐爱心俱乐部

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志愿服务队

长安区教育局志愿服务队

长安区胜北街道志愿服务组织

长安区跃进街道志愿服务分队

第22中学志愿服务队

长安区中山东路街道志愿服务分队

冠医堂志愿服务队

桥西交警大队八中队志愿服务队

省建行社区志愿服务队

桥西区长兴街道爱心车队

桥西区海龙志愿服务队

星火志愿服务队

桥西区新石中苑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

新华区石岗街道柏南二社区志愿服务队

新华区东焦街道中华绿园社区志愿服务队

新华区明珠社区共享空间维护志愿队

新华区赵陵铺街道后太保社区志愿队

共青团新华区委志愿服务队

—51—



新华区西苑街道广源路社区志愿服务队

九中唐建哲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建华南街道海天阳光园社区文明养犬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槐底街道富强电力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裕翔街道仓丰路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方村镇众美城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东苑街道裕东一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城管局机关支部志愿服务队

裕华区槐底街道石门社区志愿服务队

藁城区文艺志愿服务队

国家电网河北电力 (藁城)共产党员服务队

鹿泉区铜冶镇永壁小学志愿服务团体

鹿泉区获鹿镇中学 “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栾城区三苏小学志愿服务队

栾城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受理科志愿服务队

晋州市公安局志愿服务队

晋州市人民医院志愿服务队

新乐市农业农村局志愿服务队

新乐市文化馆志愿队

正定县常山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石家庄弘宇志愿者服务队正定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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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爱心公益志愿服务队

井陉县统计局志愿服务队

无极县爱心救援队

无极县税务局志愿服务队

深泽县医院志愿服务队

深泽镇志愿服务分队

行唐县税务局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河北灵寿中学 “争做新时代好青年”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灵寿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志愿服务队

平山县太行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平山县和爱协会

赵县供电公司志愿服务队

赵县文化馆志愿服务队

元氏县绿杰志愿服务队

元氏县信誉楼志愿服务队

高邑县诚信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

高邑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

赞皇团委青年志愿服务队

国家税务总局赞皇县税务局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井陉矿区委组织部 “春雨”志愿服务队

井陉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志愿服务分队

三、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创新项目 (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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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检察院党建和创

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 “公证零距离 携手促和谐”公证法律

宣传志愿服务

石家庄市动物园 “科普三进”志愿服务活动

石家庄市 “安全生产月”暨 “安全进万家,幸福你我他”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

石家庄市再生资源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社区推广宣传再生资

源 (垃圾分类)知识志愿服务创新活动

石家庄市水利局 “水法宣传”志愿服务项目

石家庄市图书馆 “故事人”志愿服务项目

石家庄学院资环学院青春奉献环保先行

石家庄学院文传学院中仰陵小学托管阶段志愿服务活动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动画学院艺术墙绘扮靓城乡志愿服务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西柏坡暑期实践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爱心书屋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阳光筑梦手拉手

石家庄市青少年社会综合实践学校 “送课到基地”志愿服务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煮爱坊”校园志愿服务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爱老敬老志愿服务

新联合公益基金会困境女童关爱项目

石家庄市全民普惠视力普查公益行

【大观法旅】石家庄律师网上法律宣传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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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光辉,情暖夕阳”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人道光辉,助力梦想”志愿服务进校园活动

“无偿献血 用爱挽救生命”十年徒步宣传万里行

爱在黄丝带寻找失散亲人

中华公益小记者

“178 (一起帮)助学行动”项目

“关爱太行抗战老兵”公益项目

“智慧书架”志愿服务项目

关爱听障儿童公益项目

爱心书屋

志愿培训进校园

整洁石家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活动

明博相声每月一场公益演出活动

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练营

广安大街小学环保小卫士志愿服务活动

打造美丽南村镇

双城同创志愿服务活动

西兆通镇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

石家庄市跃进路小学 “志愿暖万家 和谐促幸福”志愿服务

三常六百e家人、同心跟党走

“七色阳光先锋家园”志愿服务

文艺宣传进社区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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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车门送学生安全进校园志愿服务

支教助学项目

寸草心爱老助老志愿服务项目

善美1+1桥西志愿服务项目

普爱志愿服务大集市项目

志愿服务精准对接

“五微志愿服务服务”项目

萤火虫暖心会

彩绘中国、垃圾分类

新华区革新街道天骄·普爱 “时间银行社区互助项目”

和谐邻里 “幸福食堂”

新华区革新街 “幸福缘”红娘志愿服务

“真情倾注 暖心帮扶”志愿服务项目

新华区天苑社区 “巾帼联盟”公益演出

新华区西苑小学 “我是社会主人翁”志愿服务活动

裕华区裕翔街道高校社区少年道德大讲堂

裕华区剑桥春雨小区文明养犬志愿服务项目

裕华区东苑街道 “洁城干部大行动 党员志愿我先行”

裕华区槐底街道万达社区 “社区与社工燃亮公益活力”

石家庄市建华东路小学 “结对协作 精准扶贫”项目

裕华区建华南街道润园社区 “一网五定员”

裕华区方村镇恒大雅苑社区蜂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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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华区城管局城管爱心驿站

裕华区建通街道盛邦花园社区盛邦文化加油站

杜村文明素质提升专项活动

藁城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疗志愿服务 “下乡义诊”项目

南孟镇贤庄村志愿帮扶 “1+1”项目

藁城区南营镇巷长志愿服务项目

鹿泉区寺家庄镇优秀青年人才库爱心帮扶活动

环卫抱犊寨

传播 “孝道”种子 让爱洒满人间

黄壁庄镇 “滹沱河畔一抹红”志愿巡河行动

与法同行 护航成长

“守护绿色 从我做起”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守土有责,诚信服务,农信党旗分外红

栾城区职教中心雷锋志愿服务

爱心驿站

“残健共融”趣味运动会

新乐市车友援爱心救援行

正定常山119宣传队消防宣传

正定县常山一家亲爱心服务队帮困助学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井陉移动公司组织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零距离———天使之爱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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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牵小手 公益人人行

“关爱妇女儿童 传递巾帼爱心”行动

关爱行唐抗战老兵

平山县 “文化下乡-关爱老人”志愿服务项目

关爱老人送温暖公益活动

平山县 “珍爱生命 远离危险”五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赵县文旅局义务送春联活动

赵县安济社工关爱老教师活动

绿杰 “微爱行”

高邑交警交通安全宣传五进志愿行动

高邑县北营中学 “家长学校”

赞皇县委党校 “红色蒲公英”志愿服务宣讲活动

赞皇县文化馆 “下基层、送温暖”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共青团井陉矿区委员会 “助力旅发,青年志愿者行动”

井陉矿区义工协会 “爱心驿站”项目

四、石家庄市志愿服务示范社区 (站点)(50个)

长安区阜康街道栗胜路社区

长安区高营镇西古城社区

长安区育才街道华清社区

长安区谈固街道建明一社区

长安区长丰街道谈安社区

桥西区红旗街道旭成花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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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区东风街道东风路北社区

桥西区汇通街道汇祥社区

桥西区维明南大街社区

桥西区友谊街道西里社区

桥西区留营街道直属社区

新华区革新街道革新街社区

新华区赵佗路街道明珠花苑社区

新华区北苑街道翔翼路社区

新华区赵陵铺路街道星河御城社区

新华区宁安街道市庄路第一社区

新华区西三庄街道汇君城社区

裕华区裕华路街道青园小区社区

裕华区槐底街道万达社区

裕华区裕兴街道海德园社区

裕华区方村镇众美城社区

裕华区裕翔街道仓丰路社区

裕华区建华南街道美苑社区

藁城区西城街社区

藁城区站南街社区

鹿泉区获鹿镇南苑社区

鹿泉区获鹿镇西苑社区

栾城区凌空桥路小学志愿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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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栾城惠源路营业厅志愿服务站

新乐市长寿街道开苑社区

新乐市长寿街道鲜虞社区

正定县城区街道常胜街社区

正定县城区街道常山社区志愿服务站

井陉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志愿站

无极县大拇指亲子园志愿服务站

无极县西城区社区

深泽县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行唐县西悦华庭社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寿支行志愿服务站

灵寿县图书馆学雷峰志愿服务站

平山县税务局志愿服务站

赵县行政审批局志愿服务站

赵县前大章乡小马圈社区

元氏县槐阳镇槐阳社区

元氏县信誉楼志愿服务站

高邑县兴华东路社区

赞皇县教育局儿童公园志愿服务站

赞皇客运站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井陉矿区横涧乡横西社区

井陉矿区凤山镇张家井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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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50个)

石家庄市纪委监委机关

石家庄市委办公室

石家庄市委宣传部

石家庄市委政法委

石家庄市委市直工委

石家庄市委党校

石家庄市法院

石家庄市检察院

石家庄市审计局

石家庄市商务局

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

石家庄市城管局

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

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石家庄市气象局

石家庄市妇联

石家庄市总工会

石家庄市轨道办

石家庄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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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教育局

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石家庄交通运输学校

石家庄文化传媒学校

石家庄财经商贸学校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长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桥西区苑东街道办事处

新华区联盟街道办事处

新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裕华区东苑街道办事处

藁城人民医院

鹿泉区黄壁庄学校

栾城区应急管理局

晋州市人民医院

新乐市医院

正定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井陉县第一小学

无极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泽县税务局

国网行唐县供电公司

—62—



灵寿县税务局

国网平山县供电公司

赵县县委宣传部

元氏县行政审批局

高邑县文明办

赞皇县文明办

井陉矿区矿市街道办事处

六、石家庄市志愿服务工作先进个人 (100名)

常彦刚 石家庄市委办公室

田 路 石家庄市人大办公室

焦建龙 石家庄市纪委监委机关

刘 卿 石家庄市委宣传部

苏珍军 石家庄市委政法委

王 伟 石家庄市委市直工委

黄进东 石家庄市委党校

刘喜奎 石家庄市法院

肖 冰 石家庄市检察院

刘新建 石家庄市审计局

戴旻浩 石家庄市商务局

陈 京 石家庄市交通局

刘 伟 石家庄市城管执法局

时 莹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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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强 石家庄市委市直工委

俞 岚 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

杨 璐 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刘 娟 石家庄市统计局

高 杨 石家庄市气象局

刘 兵 石家庄市资源规划局

李腾飞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

戚 欢 石家庄市道桥管理处

张军辉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田继红 石家庄市中医院

党 洁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焦丽丽 石家庄市科技局

李夏楠 石家庄市图书馆

黄 金 石家庄市体育局

毛艳丽 石家庄市外办

崔 涛 石家庄市工信局

马 宁 石家庄市档案馆

丁 珂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尤雪峰 石家庄市妇联

侯正龙 石家庄市总工会

涂 军 石家庄市民宗局

石 炜 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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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洪 石家庄市人民会堂

李青松 石家庄市科协

王会静 石家庄市社科院

马春英 石家庄市邮政局

赵一鸣 石家庄市委党史办

李 静 石家庄市残联

康 静 石家庄市委研究室

陈 兵 石家庄市政府研究室

李 科 石家庄市委编办

高金忠 石家庄市住建局

李 健 石家庄市金融局

邢 健 石家庄市群艺馆

郝 钊 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

刘利波 石家庄市扶贫办

白玉松 石家庄市信访局

董景肖 石家庄市代建中心

韩 雷 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

陈 鹏 石家庄市网信办

黄 莹 石家庄市督查办

王 薇 石家庄市保密局

张苏磊 石家庄市数据资源局

郭 杨 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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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欢 石家庄市京昆高速公路京石管理处

胡 雨 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综合执法支队

计文伟 石家庄市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

李邵华 石家庄日报社

李文玉 石家庄市图书馆

陆青朝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张 鹏 石家庄市发改委

程利民 河北地质勘查院

霍 强 石家庄市荣复军人疗养院

张梦彬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师会芳 河北广电网络石家庄分公司

张宏霞 石家庄市桥西区汇文街社区居委会

张 雷 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郭 杰 石家庄爱眼眼科医院

许庆斌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王卫博 石家庄学院

齐祯亮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范艳惠 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

李建勋 石家庄电子信息学校

陈志亮 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侯章亚 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

赵 茜 石家庄市第四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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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子 桥西区长兴街道党工委

梁岩军 石家庄市新华区东焦街道

明 辉 裕华区文明办

李 松 石家庄市藁城区广泰社区

段建霞 鹿泉区实验初级中学

李振国 石家庄市栾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翟召波 晋州市人民医院

吴翠霞 新乐市实验小学

许英廷 正定县常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杜彦龙 井陉县障城中学

卢英红 无极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王 伟 深泽县教育局

段立期 行唐县九口子乡人民政府

孟宪国 灵寿县文明办

刘杰朋 共青团平山县委

孙晓聪 赵县文明办

闫位凯 元氏县槐阳镇铁屯村村委会

翟莉霞 高邑县东关小学

董晓兵 中共赞皇县委宣传部

李惠敏 中共井陉矿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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