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上饶市委政法委员会文件 
饶政法发〔2019〕5 号 

★ 

 

关于表扬全市综治（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 
知识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获奖个人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政法委、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清山风景名胜

区党工委政法委、市综治责任单位：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中央、省、市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根据省委政法

委关于开展综治（平安建设）宣传月的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经

请示市领导同意，市委政法委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15 日

举办“上饶市综治（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知识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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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对本次活动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广泛动员干部

职工和社会群众参与竞答。据统计，全市共有 105848 人参赛，

占全市总人口的 1.36%。其中各县（市、区）参赛人数 91190 人，

占总参赛人数的 86.15%；市直单位参赛人数 14658 人，占总参

赛人数的 13.85%。 

婺源县、万年县、上饶县、弋阳县、玉山县及市公安局、江

西铜业公司德兴铜矿、市卫健委、市公路局、江西医专、市城投

公司、市国土局、上饶职业技术学院、上饶幼专、上饶市交投集

团等地方和部门通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干部职工和群众广泛

参与，切实提高了综治（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

覆盖面，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现予以通报表扬。 

为表扬先进，市委政法委从参与答题且成绩优秀的答题者中

进行随机抽奖，并经公证人员公证，产生了 300名参赛获奖人员

（名单附后），每人奖金 200 元。县（市、区）的获奖人员凭本

人有效证件到所在县（市、区）政法委领取奖金，各县（市、区）

政法委自制答题获奖人员奖金领取表，待奖金发放完毕后到市委

政法委统一领取奖金。市综治责任单位获奖人员凭本人有效证件

到市委政法委（A 区 601室）领取奖金。 

希望受到表扬的县（市、区）、市综治责任单位和获奖个人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全方位推

进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其他单位也要以受表

扬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积极投身到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专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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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工作中来，为实现“决胜全面小康、打造大美上饶”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附件：1.各县（市、区）参赛情况表 

2.市综治责任单位参赛情况表 

3.答题获奖人员名单 

 

 

                           中共上饶市委政法委员会 

                              2019 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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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县（市、区）参赛情况表 
 

县（市、区） 当地人口总数 答题人数 参赛率 
答题人数占总

答题人数比率 
获奖人数 

广丰区 974359 14264 1.46% 13.48% 31 

上饶县 776189 13444 1.73% 12.70% 29 

玉山县 622979 10272 1.65% 9.70% 22 

婺源县 374867 9130 2.44% 8.63% 20 

万年县 435746 8220 1.89% 7.77% 18 

鄱阳县 1571492 7749 0.49% 7.32% 17 

弋阳县 425605 7325 1.72% 6.92% 16 

铅山县 479388 6562 1.37% 6.20% 14 

信州区 433635 5939 1.37% 5.61% 13 

德兴市 335903 4612 1.37% 4.36% 10 

余干县 1077938 2581 0.24% 2.44% 6 

经开区 71954 694 0.96% 0.66% 2 

横峰县 227835 272 0.12% 0.26% 1 

三清山 21376 126 0.59% 0.12% 1 

 

注：1、参赛率=参加答题人数/当地人口总数×100% 

2、获奖人数=参加答题人数占县（市、区）总答题人数比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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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综治责任单位参赛情况表 

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市公安局 1213 江西铜业公司德兴铜矿 989 市卫健委 667 

市公路局 593 江西医专 386 市城投公司 353 

市国土局 351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346 上饶幼专 331 

上饶市交通投资集团 308 上饶一中 255 市文广新旅局 239 

市住建局 232 市烟草专卖局 222 市供电公司 219 

江西铜业公司永平铜矿 218 市林业局 210 广丰卷烟厂 205 

中国人保上饶分公司 203 上饶农村商业银行 197 市税务局 187 

市城管支队 186 市政府办 185 市广播电视台 180 

市中心区管委会（上饶高铁经

济试验区） 
17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75 市水利局 142 

市市政处 138 市交通运输局 136 市国资经营公司 120 

市环卫处 116 上饶卫生学校 114 市农业农村局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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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市中级人民法院 109 市教育局 108 市环保局 99 

上饶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

委会 
99 上饶银行 96 人寿财险上饶中支 95 

市发改委 94 太平洋财保公司上饶中支 83 市城管局 83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 82 人民银行上饶中心支行 81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76 

市民政局 76 市委党校 76 市体育局 75 

上饶银监分局 73 市司法局 70 上饶水文局 67 

市园林局 66 市人大 66 上饶日报社 63 

上饶集中营名胜区管委会 62 建设银行上饶分行 58 上饶高速路政支队 58 

云碧峰管委会 58 市社保局 57 市工信局 54 

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53 市应急管理局 49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49 

市行政服务中心 46 上饶中材机械有限公司 44 市审计局 40 

市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9 市人防办 33 市委宣传部 32 

市新华书店 31 人保寿险上饶中支 31 市总工会 31 

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31 市人民检察院 30 市医疗保障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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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市气象局 30 市就业局 29 上饶电大 29 

上饶绿投集团 28 农业银行上饶分行 27 市科技局 26 

市统计局 25 市扶贫办 24 市大坳水库管理局 24 

赣东北地质大队 24 市委信访局 24 市委政法委 24 

市投资控股集团 23 市委统战部 23 市商业国资公司 22 

市供销社 22 市编办 21 市委市政府接待处 20 

中国人寿上饶分公司 20 邮储银行上饶分行 20 市直机关工委 19 

工商银行上饶分行 18 市纪委（市监察局） 18 市委老干部局 18 

上饶大地保险公司 17 国家统计局上饶调查队 17 市商务局 16 

招商银行上饶分行 15 上饶二中 14 市文联 14 

市妇联 13 龙潭湖宾馆 13 市金融办 13 

泰康人寿保险上饶中支 13 中国银行上饶分行 13 市国资委 12 

市红十字会 12 市委党史办 11 市驻南昌办事处 11 

市残联 11 上饶平安保险分公司 9 市财政局 9 

市人保局 8 南昌银行上饶分行 8 上饶贸促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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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单  位 

参赛 

人数 

市驻北京联络处 7 市文明办 7 移动上饶分公司 6 

农工党市委会 6 市国安局 6 市档案局 6 

市工业国资公司 6 市侨联 6 市规划局 6 

团市委 6 市工商联 5 九三学社工作委员会 4 

民进市委会 4 市政协 4 市邮政管理局 3 

联通上饶分公司 3 农业发展银行上饶分行 3 市社联 3 

市科协 3 市 713社区管委会 2 市人民医院 2 

市物资总公司 2 市邮政公司 1 
南昌铁路局上饶车务

段 
1 

上饶海关 1 省港航管理局上饶分局 1 市委农工部 1 

市委台办 1 市委组织部 1 市煤行办 1 

中石化上饶分公司 1 电信上饶分公司 1 平安寿险上饶中支 1 

 

注：表格中未列单位在答题系统中未找到本单位答题者。

— 8 —  — 



 

附件 3 

 

答题获奖人员名单 
 

信州区：（13 人） 

占永华、李  静、陈文渊、林倩慧、刘振兴、邦宗炳、 

余小平、余洪军、曾志华、黄满波、汤雪璐、王  民、 

侯思羽 

上饶县：（29 人） 

刘大金、张信生、余  婷、余  萍、林前伟、李仙桃、 

何  如、黄  玫、谢礼灵、谢小芹、程远方、徐琳琅、 

吕欣玲、吕保家、朱孝文、黄启武、陈道福、丰冬凤、 

叶  俊、李  慧、寇婵婷、吴连芳、杨小灵、方永荣、 

陈素芳、陈娇仙、谢国玲、刘  芳、苏芸芸 

广丰区：（31 人） 

夏  荣、叶继华、叶  潇、柯  岚、占  斐、夏雨茜、 

徐盛玥、周小兵、周永红、余  华、段建波、张恩坤、 

俞怀风、夏起飞、龙云旺、潘秀梅、潘  盈、徐安庆、 

邓梅光、余梅英、潘春仙、邵峻熙、刘国太、刘木金、 

刘兴蕾、陈飞虎、陈大溪、夏绵绵、程  琳、刘传寿、 

陈裕俊 

玉山县：（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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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宏选、徐桃娟、曾  蓉、林亦孝、吴慧仙、杨  新、 

黄  芳、谢小琴、周胜江、陈  琳、徐邵林、张  鑫、 

米玉琴、占玉群、缪博文、洪  剑、严  蓓、吴小明、 

赖辉权、占  雨、付卫华、宁小文 

横峰县：（1 人） 

夏六月 

铅山县：（14 人） 

汪继红、章  武、林  振、应利兰、张自露、孔亚芳、 

于  娟、熊  敏、吴平兴、吴  媚、许  维、陈  俊、 

张四琴、陶岳炉 

弋阳县：（16 人） 

胡向明、李火来、毛弋峰、游  海、王汝翔、郭学红、 

江莲花、夏  威、王思梦、陈建通、方  奇、卢荣东、 

叶国志、张慧桥、杨丽萍、汪小军 

鄱阳县：（17 人） 

谢梦源、王君清、汪海虹、陈晓蓉、徐长兵、徐  珊、 

刘秀平、程叶雾、刘黎萍、王河水、张硅玉、叶红娟、 

徐  久、陈  艳、范小敏、胡月红、胡道进 

余干县：（6 人） 

余红琴、章坚华、熊煤红、史军韶、刘光成、余芳芳 

万年县：（18 人） 

冯  梅、黄  燕、邵录元、饶玉文、刘建英、董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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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娉婷、李  辉、陈良方、柴忠思、陈金春、陈海枝、 

江牡英、姚祥雯、程春华、段曲思、李  易、蔡爱珍 

德兴市：（10 人） 

黄小芳、邱显毅、蒋惠芳、徐建新、董红菊、叶红花、 

蒋小清、徐小芳、江德龙、王春秀 

婺源县：（20 人） 

吴顺文、胡接开、胡若凝、汪宝娟、戴小宇、詹  莹、 

王海峰、程新生、程长根、郑德春、江顺来、丁  岚、 

李金平、洪  霞、张玄弟、江钰微、叶晓君、王好姿、 

吴敏薇、朱景涛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2 人） 

何东宏、游叶龙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1 人） 

程移清 

市综治责任单位：（100 人） 

黄妙琳、谢丽莎、胡得新、艾君喜、钟  鸣、喻朝红、 

黄金亮、徐晓霞、汪  渊、胡仙凤、姜宏伟、吴红为、 

胡长胜、张晓兰、刘  卉、赵玉芳、肖志霞、唐永革、 

刘  艳、郑夏国辉、余梦霞、祝俊林、陈绍鹏、郝鸿儒、 

叶  升、兰  洋、江  峰、詹杨君、韩  珍、陈国庆、 

周小燕、王玉洁、余政平、廖培雷、李仲男、黄  珍、 

郑小萍、陈剑晖、顾  静、李嘉俊、郑胜民、周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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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肇忠、王建清、范伟雄、付江浪、邓秀英、谢小佳、 

董智华、徐云峰、陈  军、方持发、徐雄杰、童晓峰、 

廖  辉、程炳炎、张  华、郑建京、周敏玲、罗  剑、 

管为磊、王依纯、谢  强、郑  辉、郑育全、姚小军、 

刘芳菲、刘  佳、池  歆、郭凤英、徐旭红、何一梦、 

徐清华、蔡  芬、刘金元、杨璐玲、俞  艳、乐  静、 

张红云、郑学军、林启良、陈红菊、孔德义、万  洁、 

刘心进、陈志饶、张春生、蒋咪咪、王向红、韩丽清、 

苏  俊、彭进红、张宗常、蔡  霞、李  峰、艾继岳、 

吴  磊、黄  飞、熊  燕、李梦妍 

 

 

 

 

 

 

 

 

 

 

 

 

中共上饶市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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