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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园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评
1、一等奖（3名）
开发区 城南新区 三垛镇
2、二等奖（4名）
高邮镇 菱塘回族乡 临泽镇 龙虬镇
3、三等奖（6名）
高新区 卸甲镇 汤庄镇 周山镇 界首镇
甘垛镇
4、升档进级奖（2名）
开发区 汤庄镇

市级机关能力作风建设考评
1、市级机关能力作风建设标兵单位（15名）
财政局 科技局 发改委 教育局 政务办
交通局 城建局 法 院 检察院 残 联
国土局 审计局 税务局 环保局 供电公司
2、市级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先进单位（17名）
商务局 民政局 公安局 规划局 卫计委
统计局 总工会 妇 联 农工办 编 办
农村商业银行 气象局 住房公积金高邮分中心
国家统计局高邮调查队 公路站 邮政管理局
航道站

个人三等功
孙禹文 谭 旭

工业纳税特殊贡献企业
扬州市秦邮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工业纳税十强企业
江苏波司登制衣有限公司
扬州市方正铜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飞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高邮市卫星卷烟材料有限公司
扬州一洋制药有限公司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和益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纳税先进企业
扬州升达集团
艾诺斯（扬州）华达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扬州亿泰纺织有限公司
龙腾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富威能源有限公司

扬州市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江苏欧力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承煦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宝德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奥利思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瑞斯乐复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业纳税十强企业
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润扬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邮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江苏邮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市润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
江苏舜宇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菱塘回族乡 高新区 城南新区 开发区 汤庄镇
高邮镇 临泽镇 公安局 教育局 建管局 信访局

“三服务”工作创新奖
1、“三服务”工作创新奖（10个）
市委办 建立党委大督查机制项目
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法院 护企安商项目
市纪委 深化运用容错纠错机制项目
市委组织部（人才办）实施“聚才创新”工程项目
市政务办“店小二”微信工作群项目
市政府办 学校操场，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厕所
错时对外开放项目
市总工会 送政策进企业项目
市国土局 建立指标交易平台，实现指标有偿使
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项目
城南经济新区“不见面审批”向“不见面代办”延
伸项目
市信访局 构建第三方力量参与信访件化解和矛
盾调处工作项目
2、“三服务”工作创新提名奖（5个）
市委统战部（侨联）搭建交流创业平台、激发海
归人才活力项目
市税务局 全新打造“高邮微税网”，促进零距离
服务项目
市卫计委 构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四位一体”帮

扶项目
市委宣传部 提高志愿服务质态为聚焦精准扶贫
提供支持项目
市发改委 重大项目准入评审“双把关”项目

政府工作先进单位
一、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开发区 高新区
二等奖（3名）
菱塘回族乡 汤庄镇 高邮镇
三等奖（3名）
三垛镇 城南新区 临泽镇
二、农业农村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卸甲镇 城南新区
二等奖（3名）
汤庄镇 高新区 三垛镇
三等奖（3名）
临泽镇 菱塘回族乡 甘垛镇
三、服务业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高邮镇 高新区
二等奖（3名）
城南新区 开发区 卸甲镇
三等奖（3名）
菱塘回族乡 临泽镇 汤庄镇
部 门（8名）
财政局 税务局 科技局 民政局 市监局
交通局 金融办 文广新局
四、建筑业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高邮镇 菱塘回族乡
二等奖（3名）
城南新区 高新区 开发区
三等奖（3名）
卸甲镇 临泽镇 三垛镇
五、重大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开发区 高新区
二等奖（3名）
高邮镇 卸甲镇 菱塘回族乡
三等奖（3名）
汤庄镇 城南新区 三垛镇

六、招商引资开放型经济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开发区 城南新区
二等奖（6名）
临泽镇 高邮镇 高新区 建投集团 国土局
水投集团
三等奖（5名）
卸甲镇 三垛镇 甘垛镇 交投集团 农 委
七、科技创新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高新区 开发区
二等奖（3名）
高邮镇 城南新区 卸甲镇
三等奖（3名）
三垛镇 菱塘回族乡 龙虬镇
八、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高新区 菱塘回族乡
二等奖（3名）
临泽镇 龙虬镇 城南新区
三等奖（3名）
周山镇 开发区 高邮镇
九、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一等奖（2名）
高新区 菱塘回族乡
二等奖（3名）
界首镇 开发区 文旅集团
三等奖（3名）
高邮镇 甘垛镇 体育局

最美代办员、帮办员
1、“最美代办员”（1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仇素来（开发区） 史 文（三垛镇）
刘 云（高邮镇） 陈大乾（卸甲镇）
陈学才（甘垛镇） 陈学义（汤庄镇）
张志宏（界首镇） 周九安（高新区）
姚 丽（城南新区） 葛仕清（临泽镇）
2、“最美帮办员”（1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垚（政务办） 朱桂江（税务局）
陈志华（市监局） 张 华（国土局）
张其成（人社局） 张 健（科技局）
陆万朝（建管局） 杨海龙（发改委）
徐海洲（供电公司）童 辉（规划局）

一、国家级表彰

2018年以来获得上级表彰情况
（截至 2019年 2月 4日）

备注：扬州市级综合性表彰二等奖及部分单项奖未纳入。

（2018年度）

二、省级表彰

序号 获奖单位 奖项名称 发文单位 备注

1 2018

2 2017

3 2018

4 2017

5   2017

6   2018

7 2018

8 2018 “ ”

9 2018

10 2017

11 2017

12 2018

13 2018

14   2018

15 2018

16 2018

17 2018

18 2018

19 2018

20 2018

21 2018

22 2017

高邮市 扬州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第一名

高邮市 扬州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名

高邮市 年度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第一名 扬州市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名

高邮市 年度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先进县（市、区） 扬州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编办 年度全市机构编制重点工作绩效评价先进单位 扬州市编办 第一名

法院 年度全市优秀人民法院 扬州中院 第一名

经信委 年度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 扬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第一名

教育局 年度全市高中教育教学高中特别贡献奖 扬州市教育局 第一名

政务办 年度全市政务服务工作考核一等奖 扬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第一名

水利局 扬州市水利局 第一名

气象局 年度全市气象部门综合考评优秀单位 扬州市气象局 第一名

农开局 年度全市农业开发系统绩效管理特等奖 扬州市农开局 第一名

工商联 年度重点工作先进单位 扬州工商联 第一名

残联 年度全市残联目标任务考核一等奖 扬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第一名

供销合作总社 全市供销合作社 年度综合业绩考核一等奖 扬州市供销合作总社 第一名

电信公司 年业绩考核评分第一名 中国电信扬州分公司 第一名

江苏银行 扬州分行 年度先进集体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 第一名

商务局 扬州市商务局

卫计委 扬州市卫计委

农机局 扬州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人防办 年度民防工作优秀单位 扬州市民防局

地震局 扬州市防震减灾联席会议办公室

年度全市信访工作先进县（市、区）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优秀等级

年度县（市、区）水利系统先进单位

年度扬州市商务工作目标考核一等奖

年度重点卫生计生工作目标管理优秀奖

年度全市农机化工作优胜单位

年度扬州市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单位

序号获奖单位 奖项名称 发文单位

1

2 2018

3

4 2018

5

高邮市 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 国家民委

高邮市 年度全国县级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考核先进单位 中国地震局

高邮市 全国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高邮市 年度复审确认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界首镇 
临泽镇

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三、扬州市级表彰

1 高邮市 江苏省第十一届双拥模范城（县、区）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2 菱塘回族乡 为江苏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 省委、省政府

3
公安局           
菱塘回族乡

2015-2018年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省委、省政府

4 高邮市 2016-2017年度全省法治建设示范县（市、区）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5 高邮市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成效明显的市 省政府办公厅

6 高邮市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市、县（市、区） 省政府办公厅

7 高邮市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省政府办公厅

8 高邮市 2017年度全省基层党员冬训工作示范县（市、区）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

9 高邮市 2018年度财政重点工作考核先进市县一等奖 省财政厅

10 高邮市 第一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 省生态环境厅

11 高邮市 全省第一批升级版技防城建设示范单位 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科技厅

12 高邮市 2018年度全省信访系统“人民满意窗口” 省政府信访局

13 高邮市 2017年全省残联系统重点工作任务实名制考核优秀等次县（市、区） 省残联

14 高邮市 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示范市 省财政厅、省知识产权局

15 编  办 全省机构编制工作先进集体（五年一评） 省人社厅、省编办

16 广电台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版权）系统先进集体 省人社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

17 发改委 全省发展改革系统2018年度综合先进单位 省发改委

18 物价局 全省价格系统基层基础建设先进单位 省物价局

19 人防办 2017年度县（市、区）民防工作先进集体 省民防局

20 地震局 2018年度全省县级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考核先进单位 省地震局

21 新闻信息中心 2018年度全省县市新闻中心系统先进单位 江苏省县市报研究会、江苏省县市新闻中心工作委员会

22 文  联 2018年江苏省文联系统优秀创新项目 省文联

23 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先进集体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24 农商行 全省劳动竞赛活动综合考核苏中地区一等奖第一名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5 汤庄镇 2018年江苏省卫生镇 省爱卫会

26

菱塘回族乡

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省生态环境厅龙虬镇

三垛镇

27 送桥镇  临泽镇  周山镇 第二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省生态环境厅

28
车逻镇  甘垛镇  

序号 获奖单位 奖项名称 发文单位

     
龙虬镇  周山镇

第二批省级创业型乡镇 省人社厅

29 临泽镇 第六批江苏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省住建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30 三垛法庭 全省优秀人民法庭 省高院

31

高邮镇凤凰村，经济开发区
塔院村，车逻镇转场村，龙
虬镇一沟村，卸甲镇伯勤社
区，汤庄镇汉留村，三垛镇
南丰村、司徒村，甘垛镇新
庄村，临泽镇薛北村，周山
镇志光村，送桥镇黄圩村、
槽坊村、邵庄村，菱塘回族
乡骑龙村

2018年江苏省卫生村 省爱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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