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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了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先进典型。

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我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

开展，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命名陈仓镇等 13 个单位为精神

文明建设及创文工作先进集体，宝鸡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

理处为区级文明单位，宝鸡市储备粮管理中心机关大院为区级文

明机关，金河镇岳家坡村等 2 个村为区级文明村，宝鸡市特殊教

育学校等 5所学校为区级文明校园，区教体局等 8 个系统为“创

佳评差”活动最佳系统，陈仓镇卫生院等 16个单位为“创佳评差”

活动最佳单位，金台高级中学等 6个单位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集体，卧龙寺街道办事处等 7个单位为诚实守信制度

化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区教体局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大队等 11 个志

愿服务队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医疗志愿服务等 14 个志愿服务项

目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中山东路街道曙光西路社区等 8 个社区

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决定对陈宏伟等 34名精神文明及创文工作

先进个人、何金鹏等 2名“创佳评差”活动先进个人、任思成等

5 名诚实守信制度化建设工作先进个人、李恒等 6 名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胡利红等 15 名最美志愿者予以通报表

彰。

在本单位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对受表彰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创

文工作、“创佳评差”竞赛活动、诚实守信制度化建设工作、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一次性发给奖金500

元。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由所在单位自筹资金

奖励 1000 元，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由所在镇街自筹资金奖励 1000

元，最美志愿者由本单位自筹资金奖励 500元。先进个人及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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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金台区 2015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名单

一、精神文明建设及创文工作先进集体（13 个）

1.陈仓镇

2.金河镇

3.西关街道办事处

4.群众路街道办事处

5.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6.十里铺街道办事处

7.中山东路街道办事处

8.金台交警大队

9.区市场监管局

10.金台园林环卫处

11.区卫计局

12.区文广局

13.区教体局

二、区级文明单位（1个）

宝鸡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

三、区级文明机关（1个）

宝鸡市储备粮管理中心机关大院

四、区级文明村（2个）

1.金河镇岳家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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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硖石镇董家村

五、区级文明校园（5个）

1.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

2.新福园中学

3.蟠龙镇小村小学

4.硖石中心幼儿园

5.硖石镇六川河小学

六、“创佳评差”活动最佳系统（8个）

1.区教体局

2.区市场监管局

3.金台交警大队

4.区文广局

5.金台公安分局

6.区地税局

7.区商务局

8.区司法局

七、“创佳评差”活动最佳单位（16个）

1.陈仓镇卫生院

2.区文化稽查队

3.区文物管理所

4.区园林绿化管理站

5.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6.群众路工商所

7.中山西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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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台公安分局情报信息中心

9.上马营地税所

10.区国税局稽查局

11.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12.区法律援助中心

13.区公证处

14.区综合执法大队油烟整治小组

15.新福园中学

16.东仁堡小学

八、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集体（6个）

1.金台高级中学

2.十里铺中学

3.李家崖小学

4.陈仓路小学

5.三迪小学

6.蟠龙镇乡村少年宫

九、诚实守信制度化建设工作先进单位（7个）

1.卧龙寺街道办事处

2.西关街道办事处

3.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4.蟠龙镇

5.区招商局

6.区法院

7.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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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11个）

1.区教体局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大队

2.引渭路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3.十里铺街道志愿者工作站

4.硖石镇志愿者工作站

5.宝鸡中燃志愿者服务队

6.宝鸡市农技中心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7.中山西路街道新维巷社区前沿摄影志愿者服务工作站

8.新福路东社区彩云飘飘志愿服务队

9.市公安局金盾志愿者服务大队

10.东风路街道轩苑社区助残服务工作站

11.陈仓镇联盟社区志愿者工作站

十一、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4 个）

1.医疗志愿服务（金台医院志愿者服务队）

2.文明交通宣传引导志愿服务（宝鸡市公安局）

3.“踏歌起舞”文化宣传活动（东风路街道轩苑社区）

4.“暖暖爱心”志愿服务活动（中山东路街道瓦厂街社区）

5.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十里铺街道办事处）

6.义诊服务活动（金台区硖石镇卫生院）

7.“三农”服务（宝鸡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8.慰问西山贫困学生活动（中山西路街道办事处南门口社区）

9.“情暖夕阳·耋老融融”养老关爱项目（西关街道西关社区）

10.邻里互助志愿者服务活动（群众路街道宝平路社区）

11.石桥村老年人幸福互助院服务项目（金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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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东岭社区道德讲堂（陈仓镇东岭社区）

13.秦岭环保志愿服务项目（团区委）

14.区检察院“检微有形·大爱无边”主题法制宣传项目（区

检察院）

十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8个）

1.中山东路街道曙光西路社区

2.十里铺街道宏文东路社区

3.中山西路街道东门口社区

4.西关街道新福西路社区

5.群众路街道金河尚居社区

6.东风路街道石油社区

7.金河镇陵辉村社区

8.陈仓镇金陵东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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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金台区 2015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名单

一、精神文明及创文工作先进个人（34 人）

陈宏伟 西关街道办事处 张晨华 区文广局

袁玉梅 西关街道西关社区 刘卫峰 区教体局

李周弟 区民政局 郑 伟 市委党校

吴文平 西关街道新福路东社区 贾一帆 东仁堡小学

康银霞 陈仓镇东岭村 董天林 陈仓镇联盟社区

杨晓会 陈仓镇石油东山社区 李晓静 区市场监管局

卢海刚 市卫生监督所 张云山 金台高级中学

张亚玲 陈仓镇宝平路社区 杨 波 宝石机械公司

曾昭明 宝鸡市地税局 辛公良 宝鸡电信公司

赵文宏 群众路街道办事处 万复兴 市农技中心

侯亚娟 中山西路街道东门口社区 郭 跃 宝鸡供电局

陆雪芹 中山西路街道新维巷社区 龚战辉 市委办

赵亚红 卧龙寺街道朝阳社区 杨宏博 区文明办

杨小凤 卧龙寺街道行政西路社区 李应生 区创文办

段 锋 区政府办 郝居忠 区社会组织局

令建军 区委宣传部 李玉建 宝鸡教育学院

刘绍明 区文化馆 袁 丽 市军干二休所

二、“创佳评差”活动先进个人（2个）

何金鹏 金台交警大队 敬光武 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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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诚实守信制度化建设工作先进个人（5个）

任思成 卧龙寺街道办事处 李永林 西关街道办事处

张 磊 中山西路街道办事处 王 震 金台信用联社

梁会云 区市场监管局

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6个）

李 恒 区教体局 徐红娟 神武路小学

晁海宁 龙泉中学 王素珍 店子街小学

张星亮 列电中学 张小强 斗鸡台小学

五、最美志愿者（15 个）

胡利红 (中山东路街道人民路社区)

任高翔 （十里铺街道志愿者工作站）

刘莹莹 （硖石镇政府）

张燕青 （市农技中心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索文敏 （市农技中心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杨小菊 （中山西路街道志愿者工作站）

翟茹莘 （西关街道西关社区志愿服务队）

周 滢 （市卫生监督所志愿服务队）

云新刚 （金河镇志愿者服务大队）

张雨娥 （金台医院医疗志愿者服务大队）

李晓静 （红盾志愿者服务大队）

陈 楠 （区检察院）

何 睿 （区教体局）

冯 茜 （青年志愿者服务大队）

孙学勤 （陈仓镇宝十路社区）

中共宝鸡市金台区委办公室 2016年 3月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