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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299个）

海口市
海口市财政局
海口市教育局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
海口市房屋安全管理站
海口市秀英区党委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党委
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农村局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党委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党委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党委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城西村党支部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党

支部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新谭村村委会
海口声茂咸水鸭养殖产销专业合

作社
三亚市
三亚市委组织部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亚市教育局
三亚市民政局
三亚市水务局
三亚市天涯区乡村振兴局
三亚市崖州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崖州区凤岭村党支部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雅林村村委会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村党总支
三亚市吉阳区罗蓬村驻村工作队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儋州市
儋州市委组织部
儋州市水务局
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儋州市新闻中心
儋州市兰洋镇党委
儋州市大成镇党委
儋州市和庆镇文卷村党支部
儋州市排浦镇禾丰村党支部
儋州市海头镇洋加东村党支部
儋州市新州镇大屯村党支部
儋州市东成镇番陈村党支部
儋州市白马井镇旧地村党支部
儋州市峨蔓镇长荣村驻村工作队
儋州市南丰镇松门村驻村工作队
儋州市雅星镇陀骂村驻村工作队
琼海市
琼海市委组织部
琼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琼海市乡村振兴局
琼海市大路镇党委
琼海市会山镇加略村党支部
琼海市石壁镇南通村党支部
琼海市嘉积镇龙寿村党支部
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
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琼海金鸡家禽农民产销专业合作社
文昌市
文昌市委组织部
文昌市卫生健康委
文昌市公坡镇党委
文昌市文城镇党委
文昌市蓬莱镇党委
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党支部
文昌市昌洒镇昌发村党支部
文昌市文教镇加美村驻村工作队
文昌市抱罗镇抱功村驻村工作队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万宁市
万宁市委办公室党支部
万宁市委组织部
万宁市财政局
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万宁市北大镇党委
万宁市南桥镇人民政府
万宁市山根镇人民政府
万宁市东澳镇人民政府
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村委会

万宁市长丰镇七甲村村委会
万宁市三更罗镇二村驻村工作队
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东方市
东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方市教育局
东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东方市乡村振兴局
东方市东河镇党委
东方市感城镇党委
东方市板桥镇党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八所海关
东方市天安乡长田村党支部
东方市板桥镇新园村党支部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柴头队
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驻村工作队
东方市江边乡新明村驻村工作队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
五指山市委组织部
五指山市教育局
五指山市民政局
五指山市水务局
五指山市医疗保障局
五指山市番阳镇党委
五指山市水满乡党委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赛村村委会
五指山市畅好乡草办村党支部
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保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五指山市番阳镇布伦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
乐东黎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就业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党委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党委
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塔丰村党

支部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佛老村党

支部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永明村驻村

工作队
海南柔鸣红心火龙果有限公司
海南高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乐东光伏神农农业旅游有限

公司
澄迈县
澄迈县委组织部
澄迈县卫生健康委
澄迈县金江镇党委
澄迈县文儒镇党委
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村委会
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村委会
澄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居民委员会
澄迈县永发镇大山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
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
临高县
临高县纪委监委
临高县委办公室
临高县委组织部
临高县委宣传部
临高县政府办公室
临高县发展改革委
临高县财政局
临高县卫生健康委
临高县医疗保障局
临高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临高县东英镇党委
临高县和舍镇布佛村党支部
临高县皇桐镇美香村党支部
临高县临城镇文新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
中国农业银行临高县支行
海南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定安县
定安县委组织部
定安县教育局
定安县民政局
定安县龙湖镇党委
定安县雷鸣镇党委
定安县龙河镇党委
定安县新竹镇祖坡村党支部
定安县定城镇深田村党支部
定安县龙门镇红花岭村村委会
定安县翰林镇沐塘村村委会
定安县黄竹镇周公村驻村工作队
定安龙田坡种养专业合作社
屯昌县
屯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屯昌县乡村振兴局
屯昌县供销合作联社
屯昌县枫木镇党委
屯昌县西昌镇党委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党支部
屯昌县南吕镇五星村党支部
屯昌县新兴镇新兴社区居民委员会

乡村振兴工作队
海南嘉乐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党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党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党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党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党

总支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亚欠村驻村

工作队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陵水兴罗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党委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党委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党委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党

支部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沟村驻村

工作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乡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乡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合口村

党支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三弓村

驻村工作队
保亭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琼中县政协办公室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党委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党委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深联村

党支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新林

村村委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大美

村村委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朝参村

驻村工作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南久村

驻村工作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中兴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
琼中龙源种养专业合作社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办公室党支部
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
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党委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党委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党委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党委
白沙黎族自治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福妥村村

委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高峰村村

委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照明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打炳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
海南家园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洋浦经济开发区
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办事处
省直及其他单位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党支部
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党支部
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
省委政法委办公室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宣传处
省委党校机关党委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会委员会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四处党支部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办公室

（厅扶贫办）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省商务厅办公室
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

处（农民工工作处）
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党

支部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
省审计厅机关党委
省水务厅水土保持与水库移民处
省金融监管局综合处（行政审批办

公室）党支部
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
省乡村振兴局规划统计处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综合处
省财政国库支付局机关党委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就业指导处党

支部
省学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党支部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省政协机关工会委员会
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党支部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致公党海南省委员会办公室
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海口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
海口海事法院政治部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居民收支

调查处（省脱贫普查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八所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
海南银保监局普惠金融处
农行海南省分行扶贫开发金融部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直属机关第四

党支部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

工作部
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处（党

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

（扶贫办）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临高

县分公司
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毛瑞

分局
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乡村振兴与

扶贫办公室）
海南医学院机关院办党支部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经济生活频道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第

一党支部
海口警备区政治工作处
92830部队政治工作部组织处
海南海供乐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乐多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白沙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

支部
海南陵水欣田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海南爱心扶贫网
海南省慈善总会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雅秀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
儋州市兰洋镇番新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琼海市石壁镇水口仔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文昌市翁田镇西村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五指山市通什镇应示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只朝村驻村

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
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
临高县皇桐镇富雄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临高县东英镇美鳌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屯昌县南吕镇落根村驻村工作队

（乡村振兴工作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村驻村

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红峰村驻村

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西坡村

驻村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南坵村

驻村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革新村驻村

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漾月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

二、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名单（392名）

海口市
周腾芳 海口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主任
敖日丹 海口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

中心副主任
莫奇键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杨柳芳 海口市美兰区副区长
林 山 海口市龙华区副区长
徐瑞登 海口市龙华区人大常委会

代表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首汇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党委

书记
邢 健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就业

指导处一级主任科员（海口市龙华区新
坡镇仁南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队长）

王式福 海口市琼山区乡村振兴局
原主要负责人

黄广龙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党委
书记

李家显 海口市秀英区档案馆馆长
谌 彪 省委农办秘书处四级主任

科员（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玉下村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王聚明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海口市琼山
区云龙镇云岭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

刘源明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党委
书记

覃福金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雅德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何和铭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
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三亚市
胡 鹏 三亚市纪委监委驻市育才

生态区纪检监察组综合科科长
萧 真 三亚市委宣传部新闻宣传

科科长
李朝伟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二级调研员
魏 东 三亚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

四级主任科员
王美全 三亚市会计管理中心第七

核算站四级主任科员（三亚市育才生态
区青法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羊建权 三亚市审计局电子数据审
计科科长（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马脚村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

黎道莉 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
障科科长

张 斌 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技术推广站站长

詹利丽 三亚市天涯区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

商 鸣 三亚市天涯区乡村振兴局
主要负责人

蒙进良 三亚市吉阳区人大办公室
一级主任科员

朱 楠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委
会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明善村驻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

郭 妃 三亚市崖州区委办公室副
主任

张 鹏 三亚市崖州区乡村振兴局
主要负责人

麦胜荣 三亚市天涯区抱前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德明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明善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高真康 三亚市崖州区抱古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廖永瑜 三亚市传媒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记者（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

儋州市
邱上峰 儋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信息

管理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儋州市木棠
镇谭乐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

陈玉平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
业发展科四级主任科员

方静瑜 儋州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
四级主任科员

周诗萍 儋州市民政局社会救
助科科长、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负
责人

羊文壮 儋州市审计局固定投资审
计科科长（儋州市那大镇槟榔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

陈 明 儋州市乡村振兴局综合科
科长

曾学波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一级科员（儋州市光村镇扁墩村驻
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

邓昌鹏 儋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
理服务中心办事员

谭远富 儋州市和庆镇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主任 下转A07版▶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021年7月1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
攻坚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将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底线目标和第一民生工程，高位推
进、尽锐出战。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各市县（区）、各部门狠抓落实、攻坚克
难，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合力攻坚，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苦干实干、奋力拼搏，

全省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00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64.97万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全部脱贫，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连续3年
保持在“好”的等次，铸就了新时代脱贫
攻坚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实绩过硬、事迹
感人的先进典型。

为隆重表彰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在全社会营造崇
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
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和传承好“上下同

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周腾芳等392名
同志“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授予海口市财政局等299个集体“海南
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希望受到
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和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海南篇章努力奋斗。

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要向受表彰对象学习，学习他们对党忠
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自觉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习他们一心为民、
奋发有为的使命担当，坚持人民至上理
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
勤勉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恪尽职
守、开拓进取，全力以赴干事创业，用心

用情用力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学
习他们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
时刻守初心、担使命，以昂扬的斗志、饱
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投身到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全省人民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决心，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全力以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勇担新使命，在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彰显新作为，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上做出新探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海南力量，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奋勇前进！

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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