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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名单
周求彬 文昌市纪委监委一级科员

优秀共产党员（150名）
海口市
莫占端（女） 海口市人民医院内科
第四党支部书记、监管治疗科护士长
王燕军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东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美兰区健康教
育所医生
黄柳媛（女）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
道玉沙社区党支部组织委员、
居委会委员
林 海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党委
书记、四级调研员
谢立可（女） 海口市英才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符明全（黎族）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夏龙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昌西
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驻村工作队队长，市水务集团长丰公司
综合部经理
黄海鹄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党委
书记
吴育军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国内市场部经理
王光浩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建新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 芊（女） 海口市委组织部组织
二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王先文（侗族） 海口市公安局刑事
技术支队三大队大队长、警务技术三级
主管
吴 丹（女） 海口市秀英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区城市运行局
局长
唐其良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
堆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市司法局行政执法
协调监督科二级主任科员
陈海平（女） 海口市委老干部局离
退休干部歌舞协会会长、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讲师团副团长，省老科学工
作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薛 烨（女） 海口广播电视台第十
二党支部书记
唐 勇 海口桂林洋开发区青合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林宏业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速
裁审判庭负责人、审判员、一级法官
林 前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
政监管局副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三亚市
杨小锋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
郑家耿 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
刘 艺（回族）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区残疾人联合会执
行理事长，落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安宝华 三亚市天涯区候鸟党委书
记、候鸟人才协会会长
陈泰莲（女） 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居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丁广强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第
五党支部（离退休支部）书记
宓 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
亚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章亚迪 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刑
警大队副大队长
钟 梅（女）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
供气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人力资源总监
三沙市
卢 伟 三沙市综合执法支队中国
渔政 306 船船长
王 雄 三沙市永乐群岛晋卿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儋州市
曾纪欢 儋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检查
二室副主任
林启兰（女） 儋州市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服务中心卫生创建管理科科长
叶志筹 儋州市新州镇黄村村党支
部副书记、脱贫攻坚中队长，市人民检察
院雅星检察室三级书记员
张文玉（女） 儋州市第一中学副校
长、儋耳实验学校校长
郑成芳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感染科
主任
谭德敏 儋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
李材忠 儋州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副主任
蒋柳花（女） 儋州市人民医院肿瘤
内科护士
文昌市
文鸿翔 文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
市交警大队大队长
符 展 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
陈奕喜 文昌市锦山镇锦华村委会
厚禄西村村民小组长
刘丽芳（女） 文昌中学教研室副主任
吴 敬 文昌金泰椰棕制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
覃星猛 同济文昌医院检验科检验师
■■■■■

琼海市
王书茂 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潭门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
严树勋 琼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治委员
颜洪顺 琼海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妹妹（女） 琼海市人民医院检验
科检验技师
李少萍（女，苗族） 琼海市会山镇中
心学校加略小学校长
刘 畅 琼海市大路镇中心学校马
寨小学校长
万宁市
郑忠发 万宁市和乐镇党委书记
张 畅（女） 万宁市人民医院检验
科副主任
孟 慧（女）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党委副书记
林 靖 万宁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
刘丙航 万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
队副大队长
韩 飞 万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市爱卫办
主任，万宁农投公司董事长（挂职）
崔海燕（女） 万宁市第二小学党支
部办公室主任
五指山市
贾德良 五指山市关工委原常务副
主任
邢小丽（女，黎族） 五指山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王继民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
东方市
符艳丽（女） 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晨楠 东方市人民医院内三科主任
文世海 东方市第二中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
吉桂玲（女，黎族） 东方市天安乡长
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亚龙 东方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
队大队长
定安县
王学广 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园园长
尹鹏娇（女） 定安县新竹镇党政办
主任、四级主任科员
程守满（女） 定安县融媒体中心、新
媒体部主任
屯昌县
吴于品 屯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原副主任
符式楷 屯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师
黎彩霞（女） 屯昌县向阳中心小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
澄迈县
王 姑（女） 澄迈县扶贫工作办公
室党组书记、主任
邢 隆 澄迈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委
员、副院长
张喜忠 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
学校长
曾 学 澄迈县老城镇党委书记、一
级主任科员
王哲能 澄迈县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四级调研员
王川兴 澄迈县纪委常委、监委委
员、一级主任科员
王禹偲 澄迈县公安局老城派出所
所长、二级警长
临高县
符锡忠 临高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执法勤务二级警长
符晓江（女） 临高县人民医院急诊
科护士长
陈小杰 海南泉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王燕举 临高县财政局预算室原副
主任
王赵未 临高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陈学良（黎族） 昌江黎族自治县扶
贫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一级主任
科员
梁成武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主任、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兼）
杨瑞锋 昌江医疗集团县中西医结
合医院老年病科医生
陈 琳（女）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政工室副主任、三级警长
乐东黎族自治县
高慧兰（女，黎族） 乐东黎族自治县

织部部长

关于海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海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各市县党委、省直各
党（工）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比选、好中选优，确定了 150 名海南
省优秀共产党员（含追授 5 人）、100 名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150 个海南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21 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请
于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
式进行。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
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
联系电话：
0898-65331091，
65362885（传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 号海南广场 1 号楼 416 室省委组织
部组织一处（邮编：
570203）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 年 6 月 15 日

大安镇敬老院院长
邢孔彬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
医院院长助理、急诊重症医学部主任
周青蓝（女） 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
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
黄丽娇（女，黎族） 乐东黎族自治县
千家镇青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海洲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大队长
卢 燕（女） 乐东中学教研室主任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陈 霄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原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贾兴丽（女） 陵水黎族自治县北斗
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郭晓霞（女）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四级警长
郑启荣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钟一鸣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
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白沙黎族自治县
吉亚才（黎族）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
松乡拥处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委会副主任
陈家甫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中心
学校校长
符小芳（女，黎族） 海南五里路有机
茶叶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王安奋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卫生
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
杨 林（苗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三道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符莹莹（女，黎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 文（黎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委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县委政策研
究室主任
王建龙（黎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运乡什统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郑家宁 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
室三处原处长
吴 涛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徐文帅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
境研究所所长
朱安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办公
室副主任
杨昌耀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一
级主任科员
曹 颖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督察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陈 琦 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联络
部四级调研员
毛志鹏 省委政法委社管情报分析
处一级主任科员
林 峰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六
处处长
郭志荣 省商务厅外商投资管理处
一级主任科员
王善良 省委办公厅信息综合室副
主任
省洋浦工委
陈秀芳 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
办事处城建安置科科长
万术伟 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国际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部高级
经理
省委两新组织工委
李雪峰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飞行部 737 机队 C 类教员，中国民用
航空局飞行检查委任代表
侯立山 东方傲立石化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
郭开铸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黎 坛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孙晓峰 三沙永兴机场管理有限公
司党支部委员、地面服务部经理

省教育厅党委
刘 谦 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
院及三亚研究院院长
牛莉娜（女） 海南医学院教师
闫 浩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化工系
主任
王昆强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党委副
书记
吴海翠（女）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
周丽萍（女）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思政部办公室副主任
陈丽娜（女） 省农业学校党支部宣
传委员、观光专业教研室副主任
陈 进 省农垦海口中等专业学校
保卫科科长
省国资委党委
黄 伟 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造价管控部部长
谢智勇 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郑向军 全球精品（海南）贸易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王 兰（女） 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 博 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书记、海南研发
中心主任，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项
目团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高进录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海南地区党委书记
陈 磊 寰岛小学联合党支部组织
委员，海口寰岛实验小学、海口寰岛中
学、三亚寰岛实验小学副校长
曹 琦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杨 宏 中海发展海南公司万宁神
州半岛君悦酒店项目副总监
李 诚（土家族） 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会计师
杨红梅（女） 海南中远海运博鳌国
际会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一事业
部总经理
李东升 海南华建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论池（女）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监事长、工会主席
孙会君（女） 省路桥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陈训金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
限公司芳烃部班长
朱国强 省人民政府机关服务总公
司美舍湾花园物管处主任
滕志清（女） 海南龙源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综合管理与法律事
务部主任

优秀党务工作者（100名）
海口市
洪义乾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 霞（女）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
道工委委员
王丹靖（女）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党委副书记
李 明 海口市龙华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三级调研员
王明波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党委
副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海秀镇儒
益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海
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乔晋军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五
源河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一级警长
淡利锋（女） 海口市民政局党组书
记、局长，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工委副书记（兼）
赖道清 海口市琼山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工委书记
田海燕（女） 海口国家高新区两新
组织党委委员、非公党建共享平台（中
心）副主任
蔡汝在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雅秀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小燕（女） 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
道工委书记
羊海量 海口市委直属机关工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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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高正才（黎族） 三亚市吉阳区大茅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春玲（女）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党委专职副书记
蒲彩勤（女） 三亚市天涯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谭甜甜（女）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
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梁建锋 三亚市社会组织党委专职
副书记
三沙市
赵金文 三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
建巡回办公室主任、老干部局局长、三级
调研员
李昭丰 三沙市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清澜分公司党总支书记
儋州市
王 玮（女） 儋州市和庆镇党委书记
谭孟忠（黎族） 儋州市委组织部组
织二科科长
梁伟新 儋州市木棠镇委副书记、政
法委员
李达勇 儋州市那大镇军屯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文昌市
洪忠师 文昌市会文镇党委书记
许环峰 文昌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常
务副书记
韩 亮（女） 文昌市财政局党组书
记、局长
符芳福 文昌市龙楼镇航天社区党
支部书记
吴 约 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琼海市
潘文生 琼海市委办公室党支部书
记、主任，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
冯 雄 琼海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
刘 锐（女，
苗族） 琼海市纪委常委、
市监委委员、
市纪检监察第五党支部书记
吕先亮 琼海市中原镇党委书记
万宁市
黄 文 万宁市礼纪镇党委书记、一
级主任科员
杨树茂 万宁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组织二室主任、三级主任科员
蔡为润 万宁市东澳镇党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
孙世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
饮料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科研
第二党支部副书记
董治国 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詹达能 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区党
支部书记
五指山市
颜礼安 五指山市毛道乡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员
王廷智（黎族） 五指山市河北东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东方市
吴培荣 东方市新龙镇党委书记
王 飞 东方市住建局党委书记、
局长
季竟成 东方市新东方人志愿服务
党支部书记、志愿服务协会会长
定安县
吴坤丰 定安县龙湖镇安仁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 亮 定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
王少芳 定安县委编委办主任、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
屯昌县
林朝和 屯昌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陈有君 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村党支
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
李仕专 屯昌县乌坡镇党委书记
澄迈县
钟国斌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
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锡飞 澄迈县福山镇党委书记、一
级主任科员
陈 青（女） 澄迈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
县委两新组织工委书记、
二级主任科员
蔡仁飞 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临高县
王光磊 临高县临城镇党委书记
秦 禧 临高县波莲镇多贤村驻村
第一书记，省委财经办调研处处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何建才（黎族）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

月田镇好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周胜（黎族）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
化镇党委书记
乐东黎族自治县
周才旺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
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刘柰妤（女，黎族） 乐东黎族自治县
妇联副主席、驻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
西黎村第一书记
何泽毅 乐东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陵水黎族自治县
纪新帅（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
村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龙 靖（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
坡镇党委书记
吴慧敏（女） 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
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陈 飘（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
州镇人民政府一级科员
白沙黎族自治县
符志明（黎族）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新高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国峰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党
委副书记
陈善杰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统战部
副部长，七坊镇照明村驻村第一书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陈开华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星
居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兼任居民服务
中心主任，七仙岭农场党委书记
陈家文（黎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主任
科员，
县地震局局长（兼）
王国弟（黎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南林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邓运周（苗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长征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梁海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黄春燕（女）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巡察办主任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朱 菊（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庞泽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
杜 衡 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总
队长、党支部书记
何 湘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党建研
究督导室主任、党支部书记
刘 微（女） 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
兰机场海关卫生监督科党支部书记
尹海迷（女） 海口海事局机关第二
党支部书记
盖 曼（女，回族） 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党支部书记
省洋浦工委
杨悦民（黎族） 国家税务总局洋浦
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郭彩虹（女）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副处长
省委两新组织工委
付子云 定安县夕阳红“候鸟”人才
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定安县夕阳红
老年服务中心理事长
胡亚玲（女）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
务所海南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贾培德 海南警盾安保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锡胜 海南博德精神病医院党支
部书记
省教育厅党委
刘云亮 海南大学法学院第二教工
党支部书记、经济法教研室主任，教育部
全国高校
“双带头人”
党支部书记
李 蔺（女）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与影视学院党委委员、纪检委员
范高智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机
电与汽车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王 虹（女）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机关党总支书记
柳海英（女） 海南中学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省国资委党委
陈 智 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海荣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海南海汽运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 仓 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副处长
梁 钰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副经理、党支部书记、三级
技术专家
王司光 省粮油产业有限公司党建
工作部、监察审计部负责人
蔡林振 海南银行三亚分行党支部
书记、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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