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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上接A06版

黄临瑞 儋州市大成镇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九级管理员

谭德艳 儋州市南丰镇党政综合办
公室一级科员

曾莲香 儋州市木棠镇党政综合办
公室一级科员

李显多 儋州市中和镇和平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洪名 儋州市王五镇徐浦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亚丰 儋州市那大镇洛南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唐富豪 儋州市海头镇新洋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洪垂炯 儋州市雅星镇文山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广城 儋州市兰洋镇南报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金枝 儋州嘉禾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裁

琼海市
陈 钰 琼海市纪委监委第四室三

级主任科员
谢 健 琼海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冯邦云 琼海市委第四巡察组组长
张 伟 琼海市政府办公室二级主

任科员
莫壮伟 琼海市公安局大路派出所

教导员（文昌市会山镇加略村驻村第一
书记）

李 琼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中原检
察所书记员（琼海市石壁镇赤坡村驻村
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袁 军 琼海市长坡镇人大副主席
陈冠全 琼海市龙江镇扶贫办公室

一级科员（琼海市龙江镇扶贫专干）
庞启明 琼海市塔洋镇党政办主任
凌仕峰 琼海市博鳌镇农业服务中

心主任
何秋达 琼海市万泉镇扶贫办公室

一级科员（琼海市万泉镇扶贫专干）
管德海 琼海市会山镇三洲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 锐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
文昌市
邢彩虹 文昌市副市长
张光润 文昌市教育局局长
吴多运 文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市

打赢脱贫攻坚战督查指挥部第三督查组
组长）

冯清宇 文昌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
责人

何书丽 文昌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副
主任

陈明雁 文昌市龙楼镇党委书记
韩春艳 文昌市铺前镇党委委员
邢谷昌 文昌市昌洒镇人大主席
邢力文 文昌市东路镇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主任
何发亮 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人事处

处长（文昌市文城镇堂福村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 昊 海南省规划展览馆高级工
程师（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员）

郑庆煌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
昌供电局计量技术管理与安全员（文昌
市会文镇凤会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长）

范淑妮 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村委
会副主任、致富带头人

万宁市
陈月花 万宁市副市长
蔡 先 万宁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四

级主任科员（市委脱贫攻坚督查组组员）
王 磊 万宁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

任（万宁市万城镇南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茹 祥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
王琼明 万宁市教育局教研培训中

心教研员（万宁市和乐镇乐群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

蔡子劲 万宁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
记、局长

郑忠发 万宁市和乐镇党委书记
符海玉 万宁市后安镇党委副书记
王海春 万宁市大茂镇人大主席
蔡海江 万宁市礼纪镇人大主席
肖思定 万宁市东澳镇党政办主任
陈在道 万宁市三更罗镇人民武装

部部长
李道胜 万宁市长丰镇党委组织委员
翁宏武 万宁市龙滚镇新市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雨春 万宁市福羊畜牧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东方市
王志耿 东方市委常委、八所镇党

委书记
方宇杰 东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冯金道 东方市委保密和机要局副

局长（东方市感城镇陀烈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蒙宋武 东方市财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

赵剑智 东方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符 斌 东方市水务局城乡水务室

主任
吴俊颖 东方市板桥镇党委组织委员
陈世平 东方市天安乡党委组织委员
文开能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
钟家造 东方市八所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经济发展办主任
文 帅 东方市四更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
陈述颖 东方市新龙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
吉全忠 东方市大田初级中学副校

长（东方市大田镇老马村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长）

符振立 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符长旺 东方市东河镇佳西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世开 东方市江边乡土眉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纪新丹 东方市农村信用联社纪委
书记

五指山市
赵文德 五指山市副市长
黄育坚 五指山市政协副主席、通

什镇党委书记
张桂军 五指山市纪委监委办公室

一级科员
符厚刚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
王魏云 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苏小艳 五指山市教育局副局长
赵茂冰 五指山市乡村振兴局主要

负责人
和祥进 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大队副大队长（五指山市畅好乡什哈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玉勤 五指山市总工会副主席
（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辉村驻村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江 帆 五指山市南圣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

张晓丹 五指山市畅好乡社会服务
中心九级管理岗（五指山市畅好乡扶贫
专干）

王泽南 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力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发锦 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为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五
指山分公司资深副总裁

张家发 海南三发文化旅游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乐东黎族自治县
林 欣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
郑嗣伦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种植业管理岗一级科员
李 欢 乐东黎族自治县财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
陈 信 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城市村镇建设职能岗科员
唐 白 乐东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

局副局长
杨昌南 乐东黎族自治县畜牧兽医

服务中心副主任（乐东县志仲镇志强村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容 飞 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党
政办四级主任科员（乐东县万冲镇扶贫
专干）

袁 锐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党
政办公室主任（乐东县大安镇扶贫专干）

陈运平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党
委副书记（乐东县千家镇扎灶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洪诒艺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副
镇长

张 洁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党
委副书记（乐东县利国镇荷口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

陈生维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党
委副书记

龙 珍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党
政办一级科员（乐东县抱由镇扶贫专干）

容合富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新
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丽春 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山
道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乐东县尖峰镇山
道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于亚杰 乐东金果乐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澄迈县
王广俊 澄迈县副县长、金江镇党

委书记
王澄芝 澄迈县委政法委政工室主

任（澄迈县金江镇北方村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吴殷萌 澄迈县民政局副局长
陈元清 澄迈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李 芸 澄迈县加乐镇党委书记
王广深 澄迈县中兴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
吴天道 澄迈县永发镇副镇长
陈荣宝 澄迈县福山镇副镇长
黄光涛 澄迈县桥头镇党委书记

何 茵 澄迈县瑞溪镇扶贫工作站
一级科员（澄迈县瑞溪镇扶贫专干）

黄道龙 澄迈县仁兴镇美厚村党支
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刘荣杰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临高县
林家宁 临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人才发展局局长
郭 辰 临高县老干部服务中心主任
符江晓 临高县民政局副局长
辛启家 临高县水务局副局长
邢福超 临高县乡村振兴局综合组

组长
符 潇 临高县乡村振兴局社会扶

贫与督查考核组组长
陈圣灵 共青团临高县委书记
倪志荣 临高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黎子安 临高县体育中心副主任

（临高县委脱贫攻坚战第四督查组组长）
张小英 临高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村财股负责人
林春生 临高县供销社副主任（临

高县委脱贫攻坚战第五督查组组长）
陈圣东 省生态环境厅水环境管理

处副处长（临高县调楼镇博贤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黄 海 临高县和舍镇人大主席
章智伟 临高县皇桐镇党委组织委员
曾 层 临高县临城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
陈赛知 临高县多文镇党委宣传委员
林芳慧 临高县新盈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
陈 向 临高县调楼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
王 根 临高县波莲镇带昆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朱朝鉴 临高县东英镇扶贫工作站

负责人
定安县
颜永豪 定安县副县长
张月梅 定安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利 泽 定安县委办公室主任
陈承新 定安县委组织部党员电教

中心主任
符广流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定安县富文镇九
所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孟群英 定安县财政局副局长
王 亮 定安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
黄月娜 定安县乡村振兴局分管负

责人
周爱兵 定安县烟草专卖局副局长
莫宏雄 定安县定城镇党委书记
张淦积 定安县龙湖镇镇长
周 科 定安县新竹镇党委委员
潘 倚 定安县龙门镇扶贫工作站

四级主任科员（定安县龙门镇扶贫专干）
王康乐 定安县龙河镇农业服务中

心农业干事（定安县龙河镇扶贫专干）
叶学坚 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定安富文锦运黄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

屯昌县
林朝和 屯昌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叶丽婵 屯昌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关文灼 屯昌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消防验收技术岗监督员
王 刚 屯昌县南坤镇党委书记
谢凤鸾 屯昌县西昌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
陈 洋 屯昌县南吕镇党委副书记
黄国毅 屯昌县坡心镇党委副书记
王国成 屯昌县新兴镇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工勤（屯昌县新兴镇洁坡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

张 良 屯昌县屯城镇海新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屯昌新合养鹅专业
合作社社长）

王庆信 屯昌县乌坡镇青梯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子健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屯昌供电局西昌供电所副所长（屯
昌县南坤镇松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陵水黎族自治县
马科科 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
王李庄 陵水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

局主要负责人
杨克顺 陵水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

局综合办公室一级科员
符小玲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党

委书记
郭巨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党

委书记
许世能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武

装部部长
马庄林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党

委宣传委员
陈明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副

镇长
万兴开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社

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王世宇 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团
镇委书记

王月林 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农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孝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
学高级教师（陵水县隆广镇石关村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王连武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远
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梁振阳 陵水疍家人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卢 义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
王 盛 昌江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办公室主任
邱红光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 静 昌江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

局分管负责人
陈 君 昌江黎族自治县档案馆办

公室主任
吴毓谋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五级法官助理（昌江县王下乡钱铁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肖修宏 海口海关缉私局办公室主
任（昌江县石碌镇山竹沟村驻村第一书
记）

郭玉斌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党
委书记

陈俊旭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扶
贫工作站四级主任科员（昌江县石碌镇
扶贫专干）

林志坚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团
镇委原副书记

吉良生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
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载耀 海南和丰世纪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黄美莲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

长、保城镇党委书记
王永超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办

公室主任
连学魁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邢福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

办公室主任
林 良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乡村

振兴局主要负责人
卜 赋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协

经济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保亭县六弓乡
石艾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张达吉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
服务中心主任

周 霖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
镇党委书记

傅佑能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
镇党委书记

符永明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
镇人大主席

林德国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
乡党委书记

周向阳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
乡人大主席

范载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
乡党委副书记

黄兴慧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
镇副镇长

林新程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
镇界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王安涛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常

委、副县长
曾 术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办

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郑 龙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一级检察官（琼中县
什运乡什统村驻村第一书记）

林旖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业
服务中心主任

郑在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高永川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卢 威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镇扶贫工作站四级主任科员

麦慧宁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
镇党政办主任（琼中县湾岭镇水央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曾海丽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
乡党委书记

王丽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
乡党委书记

余海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
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王世海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
镇加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进兴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
乡什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志平 琼中龙源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

白沙黎族自治县
陈扬洲 白沙黎族自治县副县长
王 淋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电教中心主任

陈柏战 白沙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
局党组书记、主要负责人

陈积安 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

苏 华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资产
事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白沙县牙叉镇
牙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符克民 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主任（白沙县金波乡牙加
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周 聪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

李照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党
委书记

张祖海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经
济发展办主任

杨大志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党
委副书记

戴 艳 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党
委副书记

蒲德威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党
委宣传委员

刘冠陈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天
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符建章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
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符盛清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
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毓豪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人事组织部部长（白沙县邦溪镇邦新
村驻村第一书记）

符小芳 海南五里路有机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洋浦经济开发区
李东山 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

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宇峰 洋浦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

局八级管理岗
吴朝盛 洋浦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

局八级职员（三都区颜村驻村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秀贤 洋浦绿梦苗圃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省直及其他单位
王 敏 省纪委监委信访室三级调

研员（五指山市毛道乡毛卓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

谢海波 省纪委监委驻省农业农村
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陈丽娟 省委巡视组四级调研员
郭逢喜 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委办主任
王 楠 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副处长
薛显儒 省委组织部机关人事处一

级主任科员
陈亚辉 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四级

主任科员
吴莉珊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一级主

任科员
王淇田 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一级

主任科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第
二组组员）

李 良 省委政研室综合研究处
三级主任科员

秦 禧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
办）处长

王 飞 省委财办调研处二级调
研员

成永厚 省委军民融合办协调督导
处三级调研员（澄迈县文儒镇石浮村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万南生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二级调
研员（定安县龙门镇红花岭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

明显良 省委党校培训一处一级主
任科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第一
组组员）

丁 洁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二处
四级调研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
第三组组员）

陈 川 省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
码管理处处长（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闫秀玲 省专用通信局工程处四级
调研员（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思
河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文武 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四级主
任科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第八
组组员）

陈红军 省政府办公厅总值班室二
级调研员（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对俄
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

曾德胜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
心副主任（澄迈县文儒镇珠宝岭村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于智强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耕地
保护监督处副处长（东方市江边乡新明
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 斌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保密办主任（厅扶贫办主任）

罗颂棠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二级调
研员

王 祥 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
处副处长

胡志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新能源
汽车发展与监察处二级调研员（海口市
龙华区遵谭镇龙合村驻村第一书记、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邓志勇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处长
闫福军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就业促进处（农民工工作处）四级调研员
陈仲和 省教育厅改革与发展规划

处四级调研员
吴 恒 省卫生健康委健康产业与

对外合作局二级调研员（琼海市石壁镇
南通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恭修 省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审
批办）四级调研员

王芙丽 省民政厅救助局一级主任
科员

钟寿健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三级
调研员（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
龙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周安平 省民宗委办公室二级调研
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第七组副
组长）

刘思宁 省民宗委组织人事处一级
主任科员（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
草南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吴乾雄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村镇建
设处一级主任科员

郑若桓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政策法
规处四级主任科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
督查组第九组组员）

张海舰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
副处长

张 坚 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
副主任（澄迈县中兴镇横滩村驻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张 峻 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
处处长

林 郁 省水务厅农村水利水电处
处长

王青海 省水务厅水土保持与移民
处二级调研员（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云开 省国资委规划发展改革处
二级调研员（屯昌县新兴镇下屯村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李小刚 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四级
调研员

彭凤铭 省市场监管局副处级督查
专员（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雅亮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利冬妹 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
副处长

李昶铮 省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处
二级主任科员

梅岳胜 省信访局办信与网络信访
处四级调研员（文昌市东阁镇凤头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梅 俊 省政府研究室综合调研
处副处长

林宇环 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办公室
主任（省农业农村厅产业扶贫办挂职干部）

王昌标 省政府妇儿工委办专职副
主任（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第四组
副组长）

唐小征 省建设标准定额站四级调
研员（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打安村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

李洪峰 海口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副
局长（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宋玉明 省驻村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四级主任科员

陈修召 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定安县龙湖镇安仁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郑庆晓 省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局三
级调研员（万宁市南桥镇新坡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

邓业荣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监察
处二级主任科员（儋州市东成镇流坡村
驻村第一书记）

易丁红 省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
检察官助理（文昌市文教镇加美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曹颂光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
务督察部二级调研员（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红水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韩 松 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办
公室三级主任科员（儋州市木棠镇大文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刘先觉 农工党海南省委员会宣传
调研处四级调研员（定安县定城镇深田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韩彦华 省工商联商会协会处一级
主任科员（五指山市南圣镇牙南村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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