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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作出决定

表彰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名单
一、模范集体（78个）

石家庄市（6个）
石家庄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石家庄市新乐市彭家庄村村委会
石家庄市正定县正定镇政府
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回族乡政府
石家庄市新华区回民幼儿园
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安街道建安路社区居委会
张家口市（4个）
张家口市民政局
张家口市沽源县大二号回族乡政府
张家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老鸦庄镇政府
张家口市桥西区东关街清真寺
承德市（7个）
承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税务局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石桥村村委会
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宝琢酿酒有限公司
承德市双桥区潘家沟街道韭菜沟社区居委会
承德市滦平县中兴路街道办事处
承德市平泉市茅兰沟满族蒙古族乡政府
秦皇岛市（6个）
秦皇岛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街道幸福里社区居委会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孟姜镇政府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扶贫办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信访局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唐山市（7个）
唐山市公安局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综合管理办公室
唐山市遵化市马兰峪镇政府
唐山市丰润区委统战部
唐山市路南区惠民道街道惠民园社区居委会
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清真寺
唐山市古冶区实验小学
唐山市滦州市雷庄镇樊店子村村委会
廊坊市（6个）
廊坊市农业农村局
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营清真寺
廊坊市香河县五百户镇政府
廊坊市永清县安育回民小学
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廊坊市文安县大围河回族满族乡政府
保定市（6个）
保定市涞水县娄村镇政府
保定市易县凌云册满族回族乡政府
保定市莲池区和平里街道东元宝胡同社区居委会
保定市竞秀区前屯村村委会
保定市高碑店市辛桥村村委会
保定市伊斯兰教协会
沧州市（6个）
沧州市公安局
沧州市黄骅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沧州市沧县崔尔庄镇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员服务
中心
沧州市运河区南湖街道办事处
沧州市盐山县韩集镇王古宅村村委会
驻沧空军95809部队

衡水市（4个）
衡水市故城县里老乡政府
衡水市阜城县委统战部
衡水市饶阳县大官亭中学
河北冀州中学
邢台市（4个）
邢台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邢台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宗教工作大队
邢台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综合科
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东汪镇政府
邯郸市（4个）
邯郸市财政局
邯郸市邱县政府办公室
邯郸市大名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定州市（1个）
定州市号头庄回族乡政府
辛集市（1个）
辛集市新城民族学校
雄安新区（1个）
雄安新区雄县米家务镇米东大村村委会
省直部门（13个）
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省科技厅资源配置管理处
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民族宗教领域安全保卫支队
省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
省财政厅行政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
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
团省委统战联络与维护权益部
河北日报时政新闻部
河北广播电视台影视剧频道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
河北省军区（1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武装部
武警河北省总队（1个）
武警河北省总队承德支队执勤三大队围场中队

二、模范个人（98人）

石家庄市（7人）
王剑华 石家庄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科二级主任

科员
顾胜会 石家庄市新乐市彭家庄回族乡小宅铺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牛荣恩（女） 石家庄市裕华区藏龙福地社区党支部书记
杨 建（女） 石家庄市长安区回民幼儿园园长
张 英（女） 石家庄市新华区市庄路小学校长
底钊阳（回族）石家庄市无极县高头回族乡人大主席
吴志华 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回族乡党委书记
张家口市（7人）
马平安（回族）张家口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科科长
玉润田（回族）张家口市回民殡葬服务中心主任
贾 贞（女） 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北街道中学街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
马壮壮（回族）张家口市沽源县大二号回族乡委统战委员
王彦丛（女、回族）张家口市经济开发区委统战部工作

人员

李 颖（女、回族）张家口市康保县处长地乡大囫囵村党
支部书记

高 利 张家口市宣化区河子西乡旧李宅村村委会
主任

承德市（9人）
栾志宏 承德市财政局局长
高海滨（女） 承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时晓宁（蒙古族）承德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宗教工

作大队大队长
刘明阁（满族）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委办公室主任
柴景英（女、满族）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杨家湾

乡邵家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董雁飞（女、满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化皮溜子镇党

委书记
王宇伟（满族）承德市兴隆县八卦岭满族乡党委书记
葛长军 承德市承德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黄国辉 承德市隆化县偏坡营满族乡党委书记
秦皇岛市（8人）
纪立功（满族）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
王 威（女） 秦皇岛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科科长
张书霞（女） 秦皇岛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科一级科员
徐 丹（女） 秦皇岛市体育局群体科工作人员
马 楠 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驻青龙花果山

村第一书记
田艳华（女、满族）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五小学校长
洪贺森（回族）秦皇岛市昌黎县靖安镇人大主席
丁文义（回族）秦皇岛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唐山市（10人）
张丽娟（女） 唐山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处处长
周柱军（满族）唐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王振宇 唐山市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
熊朝阳 唐山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
王小刚 唐山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
刘占轩 开滦集团党委统战部科长
杨秀玲（女） 唐山市乐亭县第四实验小学校长
李 健（回族）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工作委员会党工委

书记
白全满（回族）唐山市迁安市建昌营镇回民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
李铁君（满族）唐山市遵化市东陵满族乡裕小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
廊坊市（9人）
张永军（回族）廊坊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李 洋 廊坊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科二级主任科员
王家婷（女） 共青团大城县委副书记
房伟涛（回族）廊坊市霸州市煎茶铺镇后两间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
田燕飞（女） 廊坊市三河市行宫东街道工作委员会宣传

统战委员
王 礼（回族）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跃华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立（回族）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街道工作委员会党

工委书记
白永光（回族）廊坊市固安县大韩寨中心村建设管委会主任
钱文标（回族）廊坊市第十小学校长
保定市（7人）
付克雄 保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纪 杉（回族）保定市莲池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杨培栋 保定市涿州市孙家庄乡党委书记

张克河（回族）保定市高碑店市和平街道高二村村委会主任
李文静（女、回族）保定市易县友谊路社区居委会组织委员
罗术海（满族）保定市涞水县娄村镇福山营村村委会主任
马宝军（回族）保定市易县南百泉村清真寺寺管会主任
沧州市（7人）
丁 勇（回族）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委统战部部长
杜 洧 沧州市委统战部二科科长
王树青（回族）沧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哈明江（回族）沧州市献县淮镇中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尹志勇 沧州市新华区世纪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佟 强（回族）沧州市河间市果子洼回族乡政府乡长
刘金坡 国家电网孟村回族自治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衡水市（4人）
边东武 衡水市故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贡连勇 衡水学院统战科科长
王志杰 衡水市阜城县本斋纪念园讲解员
王胜稳（女） 衡水市冀州区码头李镇第一小学教师
邢台市（6人）
侯月刚 邢台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八科科长
李 莉（女） 邢台市园林局党委副书记
赵同洋 邢台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副支队长
李栓林 邢台市沙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宗教

局局长
鲁云龙（彝族）邢台市桥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科员
韩晓瑞（女） 邢台市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
邯郸市（7人）
苗 杰 邯郸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郭 忠 邯郸市教育局法规安全处副处长
刘文国 邯郸市邯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沙 雷（回族）邯郸市大名县营镇回族乡党委书记
王建设 邯郸市临漳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书娟（女） 邯郸市复兴区商务局局长
王 莉（女） 邯郸市中医院副院长
定州市（1人）
马少云（回族）定州市叮咛店镇民政所所长
辛集市（2人）
张彦明 辛集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马玉考（回族）辛集市新城镇南街村村委会主任
雄安新区（1人）
金 青（回族）雄安新区雄县鄚州镇四铺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省直部门（13人）
李 勇 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一级调研员
沈庆锐 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三级调研员
刘若松（女） 省委宣传部社会宣传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海龙 省委统战部民族和涉疆涉藏工作处副处长
时国轻 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教研

部副主任
邬 庆 省人大常委会民族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李铁铮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五处副处长
陈泽辉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处处长
葛桂龙 省市场监管局科技和财务处副处长
孙新志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三级调研员
林 红（女） 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岳永丽（女） 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主任

科员
孙学工 河北经济日报社新闻出版部主任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日前，省政府作出关于表彰河北省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授予石家庄市新乐市彭家庄村村民委员会等
78个单位“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王剑华等98人“河北省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决定指出，2015 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和全省各族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主题，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积
极投身新时代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各地区、各行业涌现出一大批认真

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模范集
体和模范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引导全省社会各界共同做好
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省
政府决定授予石家庄市新乐市彭家庄村村民委员会等78个单位“河北省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王剑华等98人“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称号。

决定强调，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讲好河北民族团结故事，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再立新功。全

省各族人民要以先进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自觉
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促进者，做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
谐发展的忠实践行者，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坚定维护者，为促
进河北高质量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河北创新创业故事④

永不言败，方能站在技术之巅
——河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的创新历程

□河北日报记者 解楚楚

小小展台上整齐摆放着四卷超大号
“胶带”，颜色有白、有粉，材质似纸、
似布。

10月15日，在2020年全国“双创”活
动周河北分会场创新创业成果展上，河
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国内首创气
密性材料产品——防水气密性胶带吸引
了大批参观者咨询。

“防水气密性胶带主要应用于超低
能耗建筑的门窗、管道、嵌板的接缝密封
处，能起到防水、防风、透气、保温等作
用，大大提高了建筑节能性和居住舒适
度……”该公司创始人周胜伟介绍，当今
社会能源消耗中，建筑能耗占比达40%。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倡导节能减排，超

低能耗建筑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而作为一种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的
防水气密性胶带，便是超低能耗建筑的
基本配置。

尽管作用如此重要，中国市场长期
以来却无人涉足。这也注定了选择在这
一领域深耕的河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
在创新之路上只能独自摸索。

2017年，在一家国际知名化工集团从
事高分子材料技术研发与市场工作10余
年的周胜伟，偶然机会到河北奥润顺达窗
业有限公司超低能耗产业基地调研，一卷
来自欧洲的气密性材料产品——气密性
防水隔汽膜，深深触动了他那颗不甘落后
的心。

当时，该基地负责人告诉周胜伟，在
整个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链上，大部分生
产环节都有中国企业参与，可唯独气密
性材料产品，整个中国市场全部需要国
外进口。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周胜伟决

定研发国内第一款气密性材料产品——
防水气密性胶带。

同年5月，他辞职开始筹备气密性材
料项目的研发工作。租赁场地、购置实验
仪器、招揽研发人员……2017年9月，河
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在对国外一系列气密性防水透汽膜、
隔汽膜反复调研后，周胜伟发现，这些产品
在实际使用中普遍存在类型单一、粘贴不
牢和易破损等问题，材料自身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根据国内产业发展现状，公司找到
了创新突破口，即通过最大程度提升材料
的自身性能来降低施工中的质量风险，发
展全体系产品以覆盖不同施工现场。

没有外企做指导，没有产品可借鉴，河
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广泛搜集和全方
位分析目前用于医疗包装、室外灯具、汽车
制造、便携设备等众多领域的高分子复合
材料，研制出特有的气密性材料配方。

生产工艺上，没有专门的防水气密

性胶带等产品的生产设备，公司就亲自
改装组建设备。

设计生产方案、调试机械设备、生产
样品。性能检测不合格，重新设计生产方
案……那段时间，研发团队整日沉浸在
实验室里，尝遍了一次次失败带来的沮
丧、无望，又在沮丧、无望中一次次重振
旗鼓。

2019 年，经历了上千次试错和验证
后，新材料终于研制成功。他们通过特殊
的材料改性和复合工艺，研发创新的防
水气密性胶带在不降低透汽性能的前提
下，提升了机械强度，降低了老化分层的
风险。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称，其性能
参数具有国际领先性。

去年10月，河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
的气密性材料亮相世界被动房大会，引
起行业关注。11 月，这一产品参展中国
住宅博览会，入围业内权威的被动式产
品选用目录。12月，公司签约大型被动式
建筑项目——浙江台州碧桂园。

目前，河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已创
立自己的品牌“筑恒盾牌”，积累了20多
个被动式建筑的成功应用案例，项目遍
及全国。“筑恒盾牌”系列防水气密性胶
带、气密性防水透汽膜、隔汽膜等创新成
果已成功推向市场，得到业内一致好评。

河北怀来官厅水库
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10月18日，位于怀来县的河北怀
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该湿地公园是华北地区最
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首都周边具有特殊价值的湿地资源。

2014年，为保护官厅水库及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怀来
县将县域内官厅水库及上游永定河、桑干河、洋河等区域，以

“湿地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和谐发展”为原则，聘请
中科院、北京林业大学、首都师大等专家，科学规划了“官厅水
库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同年被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为试点
国家湿地公园。公园规划总面积135.4平方公里，2015-2019
年分别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科研宣教、基础设施及合理利用
等相关建设工作。2019年12月25日，湿地公园完成试点建
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建设中，怀来县完成了永定河湿地净化一、二、
三期和官厅水库水源涵养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湿地综合治理
面积35.4平方公里，栽植各类乔灌木960多万株，构建人工湿
地2.6平方公里，建设机动车道、步行道等128.5公里。

通过湿地公园的建设，官厅水库及上游永定河流域的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官厅水库入库水质由地表水四类提升至三
类，野生植物由原来的106种增加到318种，野生鸟类由原来
的169种增加到181种，其中不乏黑鹳、白头鹤等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湿地公园建设期间，直接或间接吸引周边群众务工
4.6万人次，人均年增收2600多元。

今年“双节”期间，湿地公园进行试运行，累计接待游客3
万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