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以来，市直机关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部
署和市委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机关党建工

作“三基”建设和绿色机关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让党中央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
率”，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大局，在战疫情、战复工、战脱贫、战

洪水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任务落实中奋
勇争先、攻坚克难，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
表率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表彰先进，进一步激励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

政治机关意识，带头践行“两个维护”，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决定，命
名市纪委监委机关等20个单位为“模范机关”，表彰市纪委监委
第九审查调查室等100个集体为“市直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进集
体”。希望被命名单位和受表彰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在模范机关创建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

要指示要求，以被命名的模范机关和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为榜
样，着眼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拼搏实干、砥砺奋进，以高质量机关党建
引领和保障重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把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征途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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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
市委巡视办联络协调处
市委会议综合办公室
市委法规室
市委办公厅公文秘书处
市人大机关党办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
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
市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办

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
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办
重庆特园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市委政法委办公室
市委国安办综合协调处
市委研究室社会处
市委网信办综合处

市委编办事业机构编制处
市委军民融合办综合处
市委台办经济处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市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
市发展改革委人事处
市教委政策法规处
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
市经济信息委规划与投资处（产业政策处）
市民族宗教委办公室

市公安局督察总队
市民政局机关党办（人事处）
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市人力社保局办公室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市工程建设政务服务中心）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政治处

市交通局综合运输管理处
市水利局后扶处
市农业农村委人居环境和社会事业处
市商务委外贸管理处
市文化旅游委机关党办
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市应急局机关党办
市政府外办涉外管理处
市国资委企业改革处

市市场监管局人事处
市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局
市体育局机关党办
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市扶贫指导中心
市政府研究室人事秘书处
市机关事务局车辆管理处
市金融监管局金融稳定处（信访处）
市信访办研究室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交通物流与航

空产业项目推进部
市大数据发展局办公室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电子口岸中心
市人民防空办指挥处（重要目标管理处）
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市药监局检查四局
市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处（专利代办处）
两江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
市供销合作社财务金融资产处
市高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市一中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市二中法院民一庭
市三中法院政治部
市四中法院研究室（审管办）
市五中法院办公室
市检察院检察一部
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一部
市检察院二分院办公室
市检察院三分院办公室
市检察院五分院检察四部

市总工会组织部
团市委办公室
市妇联办公室
市科协科技服务中心
市社科联规划评奖办公室
市贸促会法律事务部
市红十字会捐献管理中心
市委党校学员管理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
当代党员杂志社全媒体中心

重庆市国安局二局一处
重庆市税务局人事处（党委组织部）
重庆海关隶属西永海关
市气象台
市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人事处）
市邮政管理局二分局
市烟草局办公室
财政部重庆监管局监管四处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分析研究处
国家税务总局驻重庆特派办监管处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法制与社会消
防工作处
重庆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

党的十九大以来，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坚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创建模范机关为目标，以机关党建工作

“三基”建设和绿色机关建设为抓手，扎实推动市直机关党的

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
气，激励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全面提高新时代市直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奋力谱写重庆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直属机
关工委决定，对岳伟华等100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马将军
等100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

室党支部等100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希望受
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创佳绩。

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优
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持续推进机关党建工作“三基”建设和绿色机关建
设，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作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
率，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以实际行动

兑现市委“三个确保”政治承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途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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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伟华 市纪委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副主任
王远伟 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李 曦 市委公务接待办主任
吴 庆（土家族） 市委办公厅改革协调二处

三级调研员
欧修权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李宗磊 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副主任
李光志 市政协办公厅会议联络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莫 征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
黄 坦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党支部组织委员、副处长
冯 倩（女） 市委统战部直属机关党办副主任
刘亚军 市委台办综合调研处二级主任科员
包仁贵 市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副书记、

纪检监察室（党风教育室）主任
代 旭 市委老干局办公室副主任
宫泽龙 市发展改革委综合处一级主任科员
江 鹏 市教委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 芳 市经济信息委汽车工业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张辉鑫 市经济信息委教育培训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 波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高 峻 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营房管理科副科长
鲁周成 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处视频通信科民警
蒋 冀 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
石伟伟 市民政局执法监督处（政策法规处）

一级主任科员
彭华伟 市司法局法治调研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钟 伟 市财政局资产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 波 重庆保安集团金盾押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剑锋 重庆发展投资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苏 赋 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一级

主任科员
宋 琦 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二级

主任科员
张 城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测绘管理处二级

主任科员
高 欢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展保障科副科长
张枝华 重庆市二零八地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陆朝晖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页岩气分院工程所所长
田 军 市生态环境局宣教国合处二级调研员
胡棋耀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后勤科职员
周刘丽（女） 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城乡建委

纪检监察组党支部书记、副组长

侯建锐 市住房城乡建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夏剑锋 市住房城乡建委轨道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苏 伟（回族） 市住房城乡建委宣教处四级调研员
饶於屏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处一级主任科员
何向东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城市违法

建筑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
黎庆政 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大桥管理处

八级职员
李 灼 市交通局综合规划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田 勇（土家族） 市水利局农水水电处副处长
叶海燕（女） 市农业农村委科教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陈 晓 市商务委市场体系建设处四级调研员
郑玉凤（女） 市商务委对外贸易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赵兴举 市文化旅游委办公室副主任
幸奠国 市卫生健康委应急办党支部书记、主任
罗纪素（女）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潘光灿 市应急局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董 林 市应急局新闻宣传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邓 章 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二处副处长
张 敏（女） 市国资委企业二处党支部副书记、

副处长
张成伟 市市场监管局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
于广琛 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高智勇 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姚 宏 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吕 磊 市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

一级主任科员
齐向荣 市政府接待办汽车队调度科副科长

兼大车中队副中队长
卢 娟（女） 重庆市渝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王诚洁 市人民防空办法规与宣传教育处

三级主任科员
杨 慧（女） 市林业局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管

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鲍安清 市药监局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陈海燕（女） 市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
高小景（女） 市知识产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
黄婷婷（女） 市火车北站地区综合管理局

一级主任科员
蒲玉琦（女） 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杜 丹（女） 市高法院民二庭党支部书记、庭长
师玉婷（女） 市一中法院民二庭党支部宣传委员、

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
冉世均（女） 市二中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
刘厚勇 市三中法院行政庭党支部书记、副庭长
粟正均（土家族） 市四中法院执行局党支部书记、

副局长
张 越 市五中法院立案庭党支部副书记、副庭长
刘少谷 市检察院政治部综合室副主任
刘昌强 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四部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长江 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务督察室副主任
赵 锐 市检察院三分院检察四部党支部副书记、

副主任
阮能文（土家族） 市检察院四分院第一党支部书记、

检察一部主任
王方方（女） 市检察院五分院检察八部四级

高级检察官
黄 河 市纪委监委驻市总工会纪检监察组四级

调研员
周 浪（土家族） 市交通建设工会副主席、经审会主任
孙青松 团市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唐继平 市贸促会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杨蕾歆（女） 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
陈 洪 市政府对外联络办干部
傅俊森 市政府对外联络办干部
何小军 重庆市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
胡 睿 重庆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
周 竣 重庆海关政治部副主任，

人教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高 辉 重庆港海关货物查验科党支部书记、科长
杨 阳（女） 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江北嘴

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
王德军 长江重庆航道局航标处副处长
廖将军 重庆煤监局渝东监察分局监察一室副主任
张逸轩 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郑 曦（女） 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处主任科员
张海舟 新华社重庆分社电视采访室主任
严云路 重庆海关缉私局政治处纪检监察科

副科长、二级警长
袁建兰 江北区石马河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马建辉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

相国寺站分队长
谭家海 重庆边检总站执勤三队民警

马将军（土家族） 市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
党支部组织委员、一级主任科员

黄 强 市委办公厅秘书六处（市委财办秘书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

杨 倬 市委办公厅机关纪委委员、信息处副处长
高 超（苗族） 市人大机关党办四级调研员
熊俊丰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艾建于 市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办党支部书记、主任
吴小平 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宣传处、

党建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研究室主任
罗 静（女） 市委宣传部组织干部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魏 璐（女） 市政府文史馆机关第一党支部副书记、

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翁家玲（女） 市委国安办干部
崔 奕（女） 市委研究室机关党委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信息处处长
黄九胜 市委网信办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春菊（女） 市委编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人事处处长
吴 杰 市委军民融合办综合处（法规处）

党支部书记、处长
李迎春 市委老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人事处处长
李万磊 市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办党支部纪检委员、

副主任
熊 艳（女） 市发展改革委综合经济研究院

党总支副书记、组织人事处处长
董蜀华（女） 市纪委监委驻市教委纪检监察组

党支部书记、副组长
陈 恒 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党支部副书记、

一级主任科员
高 明 市经济信息委干部人事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李杨轶（女） 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钟 林 市民政局机关党委（人事处）三级调研员
殷 洁（女） 市司法局立法二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韩 剑（彝族） 市财政局机关党办三级主任科员
陈振洋 重庆发展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李林峰 市人力社保局人事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刘 杨 市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 建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直属机关党办四级调研员
杜春兰 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8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队（市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院）
党委书记

李剑锋 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淑荣（女） 市勘测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兼
院办公室副主任

吕建明 市生态环境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党办主任

雷开建 市市级机关公房管理处党委书记、副处长
刘晓荣 市城市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

时 坚（女） 重庆市南山植物园管理处党委书记
秦瑜廷 市交通局机关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副处长
傅孝五 市水利局后扶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张明阳 市农业农村委机关纪委副书记、

机关党办副主任
郭雄飞 市商务委组织人事处党支部组织委员、

一级主任科员
赵 晶（女） 市商务委机关党办一级主任科员
李春光 市文化旅游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党办主任
罗昭红（女） 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机关党办主任
周柯岑（女）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党支部组织委员、三级主任科员
杨红霞（女，土家族） 市应急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机关党办主任
李 杨 市政府外办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包 文 市国资委机关党办四级调研员
唐小平 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规划处党支部组织委员、

一级调研员
郑 义（女） 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业务评审

党支部书记
谷 红（女） 市体育局直属机关党委委员、机关党办

二级调研员
胡云飞 市统计局机关党办一级主任科员
马江林 市乡村振兴局机关党委三级调研员

穆安娜（女） 市医保局医药价格采购处
党支部副书记、副处长

罗 俸 市机关事务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机关党办主任

董 涛 市信访办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张春红（女）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机关纪委委员、

综合部三级调研员
谭名扬 市大数据发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
王 胜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
兰雪莲（女） 市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
曾令高 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化学药品室

党支部书记、主任
邓吉鸽 两江新区机关党办副主任
田 川 两江新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第四党支部

组织委员、耕保管制科科长
潘永琼（女） 市供销合作社机关纪委副书记
陈 浩 市高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林晓佳 市高法院立案二庭党支部副书记、

一级主任科员
罗 健 市一中法院机关党办四级调研员
石同全 市二中法院民三庭党支部宣传委员、

二级法官助理
张雪方（女） 市五中法院民四庭党支部副书记、副庭长

陈 萍（女） 市检察院检察八部党支部书记、处长
温 洁（女，回族） 市检察院一分院办公室

党支部书记、主任
谢 叶 市检察院五分院机关党办一级主任科员
张云霓（女） 市总工会女职工部党支部书记、部长
潘 毅 团市委高校工作部党支部书记、部长
谢枚洺（女，苗族） 市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燕芳（女） 重庆科技馆第一党支部书记、党政办主任
陈 颖（苗族） 市社科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吴琼慧（女，苗族） 市文联机关第二党支部宣传委员、

市剧协办公室主任
李清安 市残联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李宗政 市红十字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肖 陵 市委党校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刘君华 市委党校组织人事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陈柏春 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机关党委）副主任
张开琳（女） 当代党员杂志社机关党委委员、

办公室一级文字秘书
郑 斌（女） 重庆社科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
雷安中 市政府对外联络办干部
张诗然（女） 市政府对外联络办干部
安 然（蒙古族） 重庆市税务局第六稽查局

党总支书记、局长
陈名胜 重庆市税务局党建工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明 茜（女） 重庆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党群科

二级主任科员
陈丽华（女） 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党支部组织委员、

轻纺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龚昭中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朱宗伟 重庆煤监局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廖 影（女） 市气象局机关党办副主任、妇委会主任、

工会主席
魏 艳（女） 市通信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
方德敏 市烟草专卖局综合计划处党支部组织委员、

主任科员
彭世祥 财政部重庆监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机关纪委书记、局办公室副主任
周 宇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机关党办

一级主任科员
张 翼 税务总局驻重庆特派办第一大队党支部书记、

副大队长
李佰特 渝中区较场口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

政治指导员
黄诗羽 渝北区冉家坝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

政治指导员
王 庆 重庆出入境边检总站执勤二队政治教导员

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党支部
市委办公厅离退休工作人员处党支部
市人大城环委党支部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党支部
市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
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党支部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党支部
市委统战部机关第十一党支部
市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党支部
市老干部休养所党委
市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党支部
重庆市矿业工程学校党总支
市教委组织干部处党支部
市科技局战略规划处党支部
市经济信息委智能化处党支部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党委
市民族宗教委第十党支部

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总队二支队党支部
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五支队、犯罪举报中心党支部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党支部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党总支
市司法局人事警务处党支部
重庆渝环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党支部
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市人力社保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支部
市就业局第十党支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建筑规划处党支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宣传教育中心党支部
沙坪坝不动产登记中心党支部
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党支部
市住房城乡建委城市提升处党支部
市住房城乡建委物业监督管理处党支部
市住房城乡建委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处党支部
市城市管理局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党支部

市动物园管理处党委
市城市照明中心景观照明管理一处党支部
市交通局公路建设管理处党支部
市水利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处党支部
市农业农村委办公室党支部
市商务委消费促进处党支部
市文化旅游委组织干部处党支部
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党支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党支部
市航空应急救援总队党支部
市审计局机关党委
市政府外办涉外管理处党支部
市国资委机关党办党支部
市国资委企业一处党支部
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党支部
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党支部
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党总支

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社会经济调查队）党支部
市乡村振兴局机关第十二党支部
市医保局机关党委（人事处）党支部
市政府研究室综合一处党支部
重庆市渝州宾馆党总支
市金融监管局第三党支部
市信访办综合秘书处党支部
市人防工程设施管理站党支部
市林业局林业和草原改革发展处党支部
市药监局人事处党支部
两江新区纪工委监察室党支部
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党支部
市供销合作社机关第九党支部
市高法院政治部教育培训处党支部
市一中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党支部
市二中法院办公室党支部
市三中法院政治部党支部

市四中法院研究室（审管办）党支部
市五中法院政治部党支部
市检察院办公室党支部
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三部党支部
市检察院二分院第八党支部
市检察院三分院检察二部党支部
市检察院五分院检察六部党支部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党支部
团市委统战联络部党支部
市妇联办公室党支部
市科协科技服务中心党总支
市作协机关党支部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党支部
市委党校计划财务处党支部
重庆社科院机关第八党支部
重庆市国安局一局三处党支部
重庆市国安局一总队三支队党支部

重庆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党支部
重庆市税务局机关服务中心党支部
两江海关集中审核一科党支部
长江重庆通信管理局万州通信管理处党支部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设计部门党支部
重庆煤监局渝南分局第一党支部
市气候中心党支部
市邮政管理局人事处党支部
市地震局信息中心（应急服务中心）党支部
市烟草公司物流分公司第三党支部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农业调查处党支部
渝中区较场口消防救援站党支部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黄山大道站党支部
万州区红光消防救援站党支部
重庆边检总站执勤五队党支部

模范机关和市直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进集体名单

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关于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1年6月25日）

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市纪委监委机关
市委办公厅
市人大机关
市政府办公厅
市政协机关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市委统战部
市委研究室
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技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审计局
市大数据发展局
两江新区管委会
市检察院
市委党校
重庆市税务局
重庆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驻重庆特派办

市直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进集体（100个）模范机关（20个）

2021年6月30日 星期三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王睿 18-19

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00名）
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100名）

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