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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平，1970年8月出生，海口市
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办公室副主任、
文博助理馆员。该同志工作积极主动、
爱岗敬业，不辞劳苦克服种种困难，成
绩突出，连续多年在单位年度考核民主
评议中均被评为优秀。该同志发挥共
产党员率先垂范、勇于担当的精神，连续
多年在烈士纪念日准备工作中，圆满完
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多次受到了省市领
导的好评。特别是第一届烈士纪念日，
在接到通知仅剩一周的时间，他每天工
作十多小时，克服重重困难，保障活动顺
利进行。他积极主动，有效地做好纪念
设施保护管理工作，特别是台风“威马
逊”后，连续十多天加班加点奋斗在抢险
自救的第一线。该同志多年来积极主动
向中央和省、市争取立项建设维修资金
近3000万元；积极探索、求实创新开展
烈士褒扬工作。主持策划和参与文本创
作、编审，在市博物馆、解放海南岛战役
烈士陵园等处展出《永远的丰碑》、《琼岛
英烈永世纪念烈士图片展》等多个专业
性展览；编著的“发展红色旅游，加强文
物保护”、“琼崖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等
多篇专业论文在全国刊物刊登发表。策
划推动《解放海南岛战役纪念馆布展大
纲》的撰写工作，布展大纲已通过专家组
评审。为单位获得全国文明优抚事业单
位（2015 年）、海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2017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2019年）等荣誉作出贡献。

成卫平，1972年7月出生，国家税
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人事教育科科
长。该同志在部队期间记二次三等
功，转业地方后记一次三等功，被三亚
市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该同志对党
忠诚，时刻铭记自己的党员和退役军
人身份，把服务军转干部作为退役军
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加强党
性修养作为日常必修课，自觉用科学
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真正做到退役
不褪色。在工作中，他深知军转干部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当好转业
干部的“贴心人”，在军转安置、税务机
构改革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认真倾听每
名转业干部的心声，主动帮助解决工
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在清理临聘人员
工作中为8名退役军人争取了应有的
补偿和待遇。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
立后，他对三亚局退役军人提出的查
找个人档案和补缴社会保险等合理诉
求，主动协调办理，切实保障退役军人
合法权益；在提升军转干部能力方面，
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共组织23名转
业干部到区局挂职锻炼，26名转业干

部协助局领导工作，协助市委市政府
选派好该局4名优秀的转业干部参加
扶贫工作。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以

“一个党员就要树立起一面旗帜”的目
标来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和
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克己奉公，廉
洁从政，树立了新时代党员和军转干
部的良好形象。先后于2012、2013、
2014年年度考核优秀被海南省三亚市
地方税务局嘉奖各一次；2015年连续
三年考核优秀被海南省三亚市地方税
务局记三等功一次；2015年被中共三
亚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评为优秀党
务工作者；2016年年度考核优秀被海
南省三亚市地方税务局嘉奖一次；
2018年年度考核优秀被国家税务总局
三亚市税务局嘉奖一次。

刘勇，1968年5月出生，澄迈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该同志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
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指示批示精
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推动落实退
役士兵安置任务，不断完善“阳光安
置”机制，近年来，77名符合政府安排
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几乎全部安置到事
业单位。他不仅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积极协调原县粮食局恢复退伍兵
王澄学等3人工作岗位，还带头钻研退
役军人工作业务，先后培训乡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等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超
过300人次。他提出《澄迈县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在机构
设置和编制、综合保障和经费等方面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有效地落实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全覆盖”和“五有”等
要求。该同志始终把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
的奋斗目标，近年来，先后走访、慰问近
百名退役军人家庭，深得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好评。先后于2010年被评
为海南省社会保险经办工作先进个人；
2017年被评为澄迈县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先进个人；2009-2012年年度考
核被评为优秀；2016、2017年年度考核
被评为优秀，分别荣获中共澄迈县委、
澄迈县人民政府嘉奖一次。

苏启飞，1988年11月出生，琼中县
民政局办公室科员。该同志认真履行岗
位职责，在优抚安置工作中，按时发放全
县重点优抚对象的抚恤、优待、补助；落实
完成各项接收安置任务；加强指导退役士
兵教育培训工作；做好服务对象为服现役

或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退军人、烈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
役军人家属等工作。为切实做好军队退
役人员涉军维稳工作，该同志积极采取措
施，妥善化解矛盾，始终站在讲政治、讲大
局、讲稳定的高度，充分认清当前涉军维
稳工作面临的形势，把涉军维稳工作当作
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好抓实。2018
年度被评为海南省民政系统先进个人。

陈小莉，1982年10月出生，文昌市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优抚褒扬和移交安置
室科员。该同志自2011年从事军转工
作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军
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规定，恪尽职守、兢
兢业业，满腔热情，无私奉献，始终坚持
对军转干部“高看一眼、关爱三分”，尽心
竭力为军转干部提供有效服务，得到了
广大军转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衷心拥
戴和信赖。2010年度被海南省统计局
评为经济普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4
年度被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
为撰写调研报告荣获三等奖；2015年度
被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撰
写调研报告荣获二等奖；2016年度被海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撰写调
研报告荣获一等奖。

罗建，1981年10月出生，儋州市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双拥优抚褒扬科科
员。1999年入伍，2015年退出现役，
转业安置到儋州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
工作，在现有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勤勤
恳恳，热情周到为优抚对象和其他退
伍老兵服务。一是用真情办实事，得
到大家赞誉。如2017年7月，他通过
多方打听和查询找到驻北京的解放军
报总部，为优抚对象老刘找到了1974
年《南海前哨的哨兵》为题报道过他先
进事迹的报纸，老刘感激之情难以言
表，激动不已，这是他在“八一”建军节
收到最好的、最贵重、最有意义的礼
物。二是用爱心办好事，心系困难群
众。回到地方后，他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帮助光村镇低保户王石伦申
请到了廉租房，还资助王石伦两个儿
女平时的生活费，在过年过节时送去
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帮助其渡过难
关。三是主动作为，无私奉献。他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 4000 毫
升，为病患抢救作出贡献。

胡华，1984年10月出生，三亚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副主任科员。
该同志始终坚持积极学习，把加强学习
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关键措施。一方
面，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为开展工作打
下基础。另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加

强党政机关公文写作等公务员基本技
能训练，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提高依法
行政本领。2015 年以来，该同志为
8902人次随军待业家属发放生活补贴
5207多万元；为4410人次驻市部队官
兵发放立功奖励费237万元；在双拥模
范城创建工作中，该同志能及早谋划，
提前准备，经常加班加点，一丝不苟，以
更高的工作标准，抓效率，抓落实。结
合新修订的《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命名
管理办法》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
评标准》，创建工作开展规范、各项制度
建立完备、工作台账整理齐全，为宣传
双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组织编写了
22期《三亚市双拥工作简报》，被《海南
省双拥工作简报》录用8篇，三沙、陵水、
昌江等市县多次参观见学，得到了省双
拥办的肯定。作为党支部委员，他认真
组织开展支部“两学一做”“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党员活动日”和党的十九大
学习教育活动，被机关党委表彰为优秀
党务工作者；在负责办公室日常收文、
发文管理和材料统计等行政管理工作
时，他工作流程规范，文件处理及时，整
理档案30盒1116件，是大家眼中名副
其实的“一口清”，确保了办公室的正常
工作运转。为推进军民共建工作，推动
部队战斗力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该同
志坚持下部队，走基层，积极加强地方
职能部门与部队之间的交流。2015年
以来，为帮助青年官兵解决婚恋问题，
他积极协调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
等单位多次与部队联合举办军地青年
联谊活动；协调开展国防教育书画展、

“好家风”“好家训”、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等形式的拥军活动30余次；为丰富官
兵文化生活，协调市图书馆为驻市独立
团以上部队建有图书分馆1个，流动图
书站32个和24小时自助图书借阅机5
台，赠送图书千余册；为保护军人合法
权益，协调司法局组织开展“法律知识
讲座进军营”活动，在驻市30多个部队
成立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部
队解决随军家属安置、军人子女入学、
基础设施建设等实际困难50余次；协
调驻市16支军警部队参与三亚扶贫攻
坚工作，在脱贫攻坚、精神文明建设、环
境卫生整治、项目建设等工作中发挥了
桥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钟积地，1979年10月出生，琼海
市光荣院院长。该同志2014年从部队
转业安排到市光荣院工作，他退役不
退志、退伍不褪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始终保持着部
队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不改本色，

全心全意为优抚老人服务，用心用爱
呵护着光荣院的每一位老人，成为老
人们的“知心人”、“贴人心”、“称心
人”。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表现，2015年
被选为市光荣院院长，2016-2018年
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为优秀，琼海市光
荣院也被民政部授予“全国文明优抚
事业单位”荣誉称号。他是老人们的

“知心人”。优抚老人中年龄最小的83
岁，年龄最大的100岁，他每天坚持早、
中、晚三次走访看望老人，像对待自己
的父母一样跟她们谈心，嘘寒问暖，拉
家常、讲笑话，每位老人的身体情况、
生活习惯都牢记在心中，他的幽默、乐
观、敬业带给老人们幸福和快乐；他是
老人们的“贴心人”。老人们的健康是
他最大的愿望，每次都亲自接送老人
们去医院体检就医，100岁的王桂花老
人因为骨折瘫痪在床近5年，他坚持照
顾，端饭送水，精心照料，从来没有一
句怨言，他的关心、关爱带给老人们安
全和满足；他是老人们的“称心人”。
他创新工作机制，成立了伙食管理委
员会，按季节变化调节老人饮食，每天
与老人们同吃同住，他的细心、用心带
给老人们关怀和温暖。光荣院是国家
为军人与国防起作用的后勤保障机
构，作为院长，他自己深感岗位光荣、
责任重大，老人的衣、食、住、行、医疗、
环境、护理、安葬等方面处处体现出他
的真心、真情，平凡之中见伟大，老人
们亲切地称他为“好儿子”。2015年该
院获得“全国文明优抚事业单位”荣誉
称号。该同志2016年至2018年连续
三年干部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

符建华，1963年5月出生，临高
县加来农场武装部部长。他积极学习
与征兵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是征兵工作的行家里手，认真开
展兵役登记工作，精准掌握适龄青年
各种信息，走家串户，加强征兵政
策、法律法规宣传，广泛开展兵役动
员，严把征兵工作体检、政审、文化
关，确保兵员质量，加来农场征兵工
作年年收到相关单位的肯定和表扬。
退役后，他一直扎根基层，始终“身
先士卒，处处展现军人风采”在加来
农场人居环境卫生工作整治中，他不
怕脏，不怕累，专挑最脏，最重，最
苦的活来干；在现役军人符大华家的
土地纠纷一事中，他深入实地，走访
群众，妥善地解决了符大华家土地纠
纷问题，得到了县人民武装部的赞扬。
于1985年在广西边防部队科甲攻坚战
斗中荣立一等功；2016年被评为县武

装部先进个人；2017年被评为加来农
场优秀共产党员。

廖启队，1971年10月出生，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政治部二级调
研员。该同志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能够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机关和院党组
的各项工作部署，认真履行工作职能
和“一岗双责”，积极协助主任完成上
级机关和院党组赋予的各项任务。在
每年接收军转干部工作中，该同志积
极与负责军转安置的部门沟通，主动
分析本院干部队伍结构，向院党组提
出切合实际的接收方案，从2010年以
来，共接收军转干部19名，每年均提
前完成军转干部接收任务。他关心关
爱军转干部成长进步，每年都根据本
院年度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安排军转
干部参加检察业务学习，鼓励军转干
部参加各类在职学历教育，结合检察
机关职能特点，每年安排一定的时间
鼓励军转干部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2010年以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有3人取得本科学历，1人获得法
律硕士学位，4人顺利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A证。该同志
关心军转干部成长进步。接收军转干
部后，他按照政策规定，根据军转干
部在部队的任职情况，重新确认了其
行政职级，及时办理工资转入和公务
员登记。他注重历练优秀军转干部。
军转干部中有不少具有挖掘潜力的优
秀年轻干部，该同志通过平时了解，
积极向院党组献言献策，推荐优秀年
轻军转干部担任重要岗位，有意识地
安排军转干部到艰苦地区砥砺锻炼，
培养才干。2010年以来，根据省委组
织部人事安排，有1名军转干部从该院
调到三亚市检察院任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选派4名军转干部到本院对口
扶贫点驻村帮扶，有2名军转干部从
检察官助理遴选为入额检察官。2006
年度被省检一分院评为专业能手；
2007 年度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
2011年6月被院评为2009-2011年度
优秀共产党员；2012年3月被院嘉奖
1次；2013年2月5日因年度考核优
秀被院嘉奖一次；2014年7月在抗击
台风“威马逊”中表现突出被一分院
嘉奖1次；2014年7月被一分院评为
优秀转业复员军人嘉奖1次；2017年
1月23日撰写的《关于加强检察辅助
人员管理的若干思考》一文在2016年
度一分院检察理论研讨会征文评比中
荣获优秀奖；2017年1月因年度考核
优秀，被一分院嘉奖1次。

海南省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先进事迹
（按首字笔画排列）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按首字笔画排列）

1 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

序号 单位名称

2 儋州市中医医院

序号 单位名称

海南省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按首字笔画排列）

1

2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三沙市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3

4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管
理中心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序号 单位名称

5

6

海口市第一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休养所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序号 单位名称

7

8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海南省军供站

序号 单位名称

9

10

琼中县白沙起义纪念园

琼海市民政局

序号 单位名称

第十届海南省双拥模范城(县、区）、模范单位和个人名单

双拥模范城

双拥模范县

双拥模范区

爱国拥军
模范单位

海口市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澄迈县

定安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口市龙华区

海口市琼山区

海口市美兰区

海南华侨中学
海口市慈善总会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
海口市秀英区民政局
海口市琼山区民政局
三亚市司法局
三亚市天涯区西岛社区居委会
三沙市船务管理局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儋州市教育局
琼海市财政局
文昌市教育局
万宁市双拥办

爱国拥军模范个人

黄 娟

凌 云

陈昊旻

刘 锋

彭小艺

王泽伟

陈儒丰

宋文健

潘艳红

张光润

陈菊兰

刘会博

陈兴利

王有华

孙衍吾

陈春梅

符志理

董海灵

周晓东

蒋贞平

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市公务员局局长

海口市龙华区区委书记

海口市琼山区区委书记

海口市秀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海口市美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三亚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

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局长

儋州市税务局科员

琼海市政府副市长

文昌市龙楼镇镇委书记

万宁市三更罗镇加润村委会计生员

东方市双拥服务中心办事员

五指山市毛阳镇镇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澄迈县第二小学校长

定安县定城镇人民政府宣传干事、信访员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司法局局长

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海南华光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农艺师

儋州通畅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

爱国拥军
模范单位

拥政爱民
模范单位

东方市第四小学

五指山市通什镇政府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定安县定城镇政府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陵水县教育局

昌江县委宣传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23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12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497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869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3813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261部队28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46部队62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892部队63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59部队海口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92018部队机动救捞中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31部队渚碧礁守备旅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
第二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门诊部

海南省警卫局警卫队

海南海警总队第三支队一大队

海口警备区政治工作处

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武装部

武警海南省总队儋州支队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万宁大队

东方公安边防支队

拥政爱民模范个人

吴海龙

蔡迪强

徐翔宇

李 伟

郑彩艳

职 东

陈永庚

程建波

宋 振

邹 琰

魏新松

叶 勇

陈 威

朱步洲

扈存鹏

孙三富

吴多利

柳磊松

侯 坤

贾 超

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12部队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22部队政治部干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27部队部队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91188部队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91172部队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46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92730部队90分队副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63790部队政治工作部干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59部队海口舰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92143部队防救技术室助理工程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31部队勤务船大队政治工作处
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急救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政治部干部
科干事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治部干部处干事

武警海警总队海南支队干部

海南省公安厅特勤局科员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干部

三沙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干事

武警海南省总队三亚支队特战中队爆破手

（上接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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