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公示

根据省人社厅、省妇联《关于评选表彰全省妇联

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要求，在自下而上、

逐级推荐的基础上，经研究，拟授予济南市槐荫区妇

联等 80个单位“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给予

济南市妇联研究室主任王敏等 30名同志记二等功奖

励，给予济南市天桥区妇联主席王警宇等 70名同志记

三等功奖励，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5年 10月 27日－11月 2日（公休

日除外）。

公示期内，可通过电话向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情况。

联系电话：0531－51771727 86910207

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2015年 10月 26日



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

先进集体（80个）

济南市槐荫区妇联

济南市历下区妇联

章丘市妇联

济南市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妇联

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街道办事处妇联

平阴县孔村镇妇联

青岛市黄岛区妇联

胶州市妇联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街道办事处妇工委

青岛市市北区延安路街道办事处妇工委

青岛市李沧区永安路街道办事处妇工委

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妇联

淄博市博山区妇联

桓台县妇联

淄博市周村区丝绸路街道办事处妇联

高青县唐坊镇妇联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商家镇妇联

滕州市妇联

枣庄市山亭区妇联

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妇联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妇联

利津县妇联

东营市东营区六户镇妇联

垦利县胜坨镇妇联

蓬莱市妇联

海阳市妇联

招远市妇联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办事处妇联

长岛县南长山街道办事处妇联

龙口市兰高镇妇联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

安丘市妇联

潍坊市潍城区妇联

临朐县妇联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工委

潍坊市奎文区东关街道办事处妇联

昌邑市都昌街道办事处妇联

潍坊市寒亭区开元街道办事处妇联

嘉祥县妇联

微山县妇联

鱼台县老砦镇妇联

泗水县柘沟镇妇联

邹城市香城镇妇联

梁山县梁山街道办事处妇联



泰安市泰山区妇联

泰安市岱岳区妇联

新泰市东都镇妇联

肥城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妇联

威海市环翠区妇联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办事处妇联

莒县妇联

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妇联

莱芜市钢城区妇联

沂水县妇联

沂南县妇联

蒙阴县妇联

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街道办事处妇工委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妇联

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妇联

临沭县青云镇妇联

临邑县妇联

庆云县妇联

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妇联

乐陵市丁坞镇妇联

武城县武城镇妇联

夏津县雷集镇妇联

阳谷县妇联

高唐县妇联



临清市魏湾镇妇联

莘县张鲁回族镇妇联

东阿县陈集乡妇联

滨州市沾化区妇联

惠民县妇联

邹平县好生街道办事处妇联

滨州经济开发区里则街道办事处妇联

曹县妇联

单县妇联

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妇联

巨野县龙堌镇妇联

郓城县张营镇妇联

先进个人（100 名）

记二等功（30 名）

王 敏 济南市妇联研究室主任

邵海燕 济阳县妇联主席

王新慧 青岛市妇联主任科员

岳芳芸 青岛市崂山区妇联干部（正科级）

崔云芝 淄博市妇联副主席

史俊英 淄博市张店区妇联主席

于锦芳 枣庄市妇联副主席

刘凤霞 东营市河口区妇联主席



杨丽红 烟台市妇联副主席

马永卿 龙口市妇联主席

郑可新 潍坊市妇联副主席

许 莉 诸城市妇联主席

王利艳 济宁市妇联组宣部部长

孟祥娟 曲阜市妇联主席

方 震 东平县妇联主席

徐瑞卿 宁阳县妇联主席

鞠建春 威海市妇联办公室主任

张 梅 日照市妇联副调研员

蒋 玲 莱芜市妇联副主席

张新荣 临沂市妇联办公室主任

辛 惠 沂水县妇联主席

丁淑萍 沂南县妇联主席

徐宝丽 德州市妇联副主席（正县级）

聂兴一 德州市德城区妇联主席

尹保军 聊城市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李方坦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联主席

单丽君 滨州市妇联副主席

张 欣 无棣县妇联主席

李 红 菏泽市妇联副主席

张 岩 巨野县妇联主席

记三等功（70 名）

王警宇 济南市天桥区妇联主席



王晓卉 平阴县妇联主席

陈金凤 商河县妇联主席

王 峰 济南市历城区妇联综合科科长

王慧玲 济南市长清区妇联综合科科长

任春风 莱西市妇联主席

夏珊珊 青岛市市北区妇联主任科员

纪辉欣 青岛市城阳区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姗姗 青岛市黄岛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

于雪芹 即墨市妇联副主席

刘 萍 淄博市临淄区妇联主席

王爱芳 沂源县妇联主席

徐 玲 淄博市淄川区妇联主任科员、副主席

王欣荣 淄博市周村区妇联副主席、区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谭 宁 枣庄市峄城区妇联主席

程 莹 枣庄市台儿庄区妇联副主席（正科级）

魏洪霞 滕州市西岗镇妇联主席

马秀兰 广饶县妇联主席

石 芳 东营市妇联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王文芳 利津县陈庄镇妇联主席

孙 静 烟台市芝罘区妇联主席

郝香莉 莱阳市妇联主席

孙丽娟 烟台市福山区妇联主席

王颂玲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旅游度假区妇联主席

张 慧 栖霞市西城镇妇联主席



周松萍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

吕春芳 高密市妇联主席

王 霞 寿光市妇联主席

吴传平 昌乐市妇联主席

李 玲 潍坊市坊子区妇联副主席（正科级）

姜 燕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妇工委科员

吕敬花 青州市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司怀凤 济宁市兖州区妇联副主席

李红艳 金乡县妇联副主席

寻会燕 汶上县妇联副主席

吴秀兰 梁山县妇联副主席

蔡美丽 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妇联主席

冯娇娇 邹城市石墙镇妇联主席

陈新建 新泰市妇联主席

刘青春 肥城市妇联副主席

阎喜芸 荣成市妇联主席

赵红日 乳山市妇联主席

李 霞 威海市文登区妇联副主席

刘 丽 日照市岚山区妇联主席

安丰霞 五莲县妇联主席

陈维英 莒县夏庄镇妇联主席

亓永红 莱芜市莱城区妇联副主席

庞楠楠 临沂市河东区妇联发展部部长

王红红 兰陵县磨山镇妇联主席



石少芳 平邑县妇联副主席

康吉霞 费县胡阳镇妇联主席

夏春霞 莒南县十字路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

杨 欣 禹城市妇联主席

贾 玲 宁津县妇联副主席、县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孙爱华 齐河县妇联副主席、县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徐圣彦 平原县妇联副主席

徐冠华 德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

邵长艳 冠县妇联副主席

张文红 茌平县妇联副主席

刘晓丽 阳谷县阎楼镇妇联主席

张 周 高唐县固河镇妇联主席

崔 莹 滨州市滨城区妇联主席

李廷兰 阳信县妇联主席

巩 萍 博兴县妇联主席

王 萌 邹平县妇联主席、县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朱利静 成武县妇联主席

朱月环 定陶县黄店镇妇联主席

聂艳梅 鄄城县阎什镇妇联主席

吕素增 东明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

李爱萍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岳程办事处妇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