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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
基层党组织（50个）

海口市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党委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城西村党支部
三亚市
三亚市崖州区凤岭村党支部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村党总支
儋州市
儋州市兰洋镇党委
儋州市和庆镇文卷村党支部
儋州市东成镇番陈村党支部
琼海市
琼海市大路镇党委
琼海市会山镇加略村党支部
文昌市
文昌市公坡镇党委
文昌市昌洒镇昌发村党支部
万宁市
万宁市委办公室党支部
万宁市北大镇党委
东方市
东方市东河镇党委
东方市板桥镇新园村党支部
五指山市
五指山市水满乡党委
五指山市畅好乡草办村党支部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党委
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塔丰村党

支部
澄迈县
澄迈县金江镇党委
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
临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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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县
定安县龙湖镇党委
定安县新竹镇祖坡村党支部
屯昌县
屯昌县西昌镇党委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党支部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党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党

总支
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党委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党

支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党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合口村

党支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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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办公室党支部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党委
省直及其他单位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党支部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四处党支部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党

支部
省金融监管局综合处（行政审批办

公室）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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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党支部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直属机关第四

党支部
海南医学院机关院办党支部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第

一党支部
白沙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

支部

二、海南省脱贫攻坚优秀
共产党员（99名）

海口市
杨柳芳 海口市美兰区副区长
王首汇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党委

书记
王式福 海口市琼山区乡村振兴局

原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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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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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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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鸣 三亚市天涯区乡村振兴局
主要负责人

高真康 三亚市崖州区抱古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儋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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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明 儋州市乡村振兴局综合科

科长
黄临瑞 儋州市大成镇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九级管理员
李显多 儋州市中和镇和平村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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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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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军 琼海市长坡镇人大副主席
文昌市
邢彩虹 文昌市副市长
冯清宇 文昌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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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
蔡子劲 万宁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

记、局长
王海春 万宁市大茂镇人大主席
陈在道 万宁市三更罗镇人民武装

部部长
翁宏武 万宁市龙滚镇新市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东方市
王志耿 东方市委常委、八所镇党

委书记
蒙宋武 东方市财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
吴俊颖 东方市板桥镇党委组织

委员
李世开 东方市江边乡土眉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五指山市
赵文德 五指山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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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发锦 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乐东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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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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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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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县
陈元清 澄迈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王广深 澄迈县中兴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
陈荣宝 澄迈县福山镇副镇长
临高县
符江晓 临高县民政局副局长
黄 海 临高县和舍镇人大主席
曾 层 临高县临城镇扶贫工作站

站长
王 根 临高县波莲镇带昆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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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县
颜永豪 定安县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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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月娜 定安县乡村振兴局分管负
责人

莫宏雄 定安县定城镇党委书记
屯昌县
叶丽婵 屯昌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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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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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庄林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党

委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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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江黎族自治县
陈 君 昌江黎族自治县档案馆办

公室主任
郭玉斌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党

委书记

林志坚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团
镇委原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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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达吉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

服务中心主任
傅佑能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

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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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海丽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

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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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黎族自治县
陈扬洲 白沙黎族自治县副县长
陈柏战 白沙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

局党组书记、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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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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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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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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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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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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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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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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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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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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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昶铮 省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处
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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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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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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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烨 省台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排岸村驻村第
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黄海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中县
支行副行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
镇南坵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江涛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正处级干部（五指山市水满乡新村村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

周林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白
沙分公司党群部主任

曹文超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乡村
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岭门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钟文鸥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临高县调楼镇隆道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

陶成文 海口市美兰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二级主任科员

张银东 海南大学农业农村学院院
长（东方市大田镇抱板村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苗 博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
办公室负责人（定安县富文镇大坡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丁 静 海南日报编辑中心副主任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表彰
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2021年7月1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海南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践
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重要嘱
托，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有关脱
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把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底线目标，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背水

一战”的决心，尽锐出战、满弓发力、精
准施策、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
力以赴应对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答好“三
张答卷”，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
坚，助力我省脱贫攻坚顺利实现“三连
胜”目标，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
献，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涌现出一
大批政治坚定、实绩过硬、事迹感人、
社会公认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
产党员。

为隆重表彰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
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大力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营造当先锋、作表
率、争先进的“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省委决定，授予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
党委等50个集体“海南省脱贫攻坚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授予杨柳芳等99名
同志“海南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赓续奋斗，充分发挥中坚
骨干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推动海南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次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
共产党员是来自我省各条战线的杰出代
表。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共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
个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坚定立场、坚守信
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
学习他们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奋发有为
的责任担当，学习他们冲锋在前、英勇奋
战、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们恪尽

职守、勤勉务实、甘于奉献的工作作风，
积极投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火
热实践，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
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真抓实干，确保海
南“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高质量高标
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建党100周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
懈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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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玉洲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宣传法
律工作部二级调研员（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营根镇新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吴贤洋 省社科联普及咨询部部长
（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塔丰村驻村第
一书记）

杨 烨 省台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排岸村驻村第
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吴 剑 省贸促会国际联络部一级
主任科员（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
村驻村第一书记）

周芝锋 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三
级调研员（东方市东河镇东新村驻村第
一书记）

陈维超 省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工
程师（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鸡心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符 港 省地质局综合勘察院安全
及技术科科长（临高县多文镇美山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云 宇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

队居民收支调查处一级主任科员
龙明开 人行海口中心支行货币金

银处主任科员（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
玲镇椰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

冯敬丰 省国家安全厅一总队一支
队三级调研员（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
祖空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严庆聪 省消防救援总队政治部组
织教育处一级助理员

杨 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甸支行客服经理

黄海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中县
支行副行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
镇南坵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江涛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正处级干部（五指山市水满乡新村村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

秦 锦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监审部副总经理
（临高县东英镇美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周林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白
沙分公司党群部主任

王绥杰 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三
级警长

符 云 省人民警察高级培训学校
副校长（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乐利村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任钟鹏 海南银行五指山支行业务
经理（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会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曹文超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乡村
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岭门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钟文鸥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临高县调楼镇隆道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

李 海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高
级主管（屯昌县坡心镇关朗村驻村第一
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齐 飞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工作部副部长（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郭 斌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办公室职员（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
开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黄雅玮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驻
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黄海警 海南省毛瑞林场副场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乡东方村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工
作队队长）

陶成文 海口市美兰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二级主任科员

李 洵 三亚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
一级科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第
五组组员）

孙 敏 儋州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
三级主任科员（原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
组第六组组员）

张银东 海南大学农业农村学院院
长（东方市大田镇抱板村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陈崇介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
副书记（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

何和与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感控科主任（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成
栋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

曾纪军 海南开放大学党委委员、
宣传部部长

符以福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科科长（海口
市美兰区三江镇茄苪村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吴东阳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国际
商务系党总支副书记（定安县新竹镇祖
坡村驻村第一书记）

朱宏文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文昌市龙楼镇驻村
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黄 甲 海口经济学院统战部副部长
苗 博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

办公室负责人（定安县富文镇大坡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丁 静 海南日报编辑中心副主任
杨先辉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制

片人

黄 婷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
播记者

罗 江 新华通讯社海南分社记者
钟昌鹏 海南特区报编辑中心主任
梁 刚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管委

会副总经理
吴海龙 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干事
王 琪 武警海南省总队政治工作

部处长
黄 海 海南海丰渔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
邓卫星 保亭七仙秀丽山庄有限公

司董事长
杨伟宇 保亭港海高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
何 新 海南开泰东山羊产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梁其发 海南省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胡 娟 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
羊光然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理事长
林 青 海南省影视家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