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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春，男，汉族，1984年10月出
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税务师，现
任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国际税
收管理科副科长（负责人）兼海南省税
务局反避税工作专班副班长。从税13
载，多次获得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
务局嘉奖、“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
务工作者”等荣誉。

他是税款安全的牢固防线，凭借
多年的反避税实战经验，培养带领反
避税团队，通过多领域调研、重点监
控、差异化监管，拓宽反避税领域，织
密税收风险防控安全网。他是国际
税收探索先行者，紧跟国际动态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时势，开展课题研
究，不断探索创新和规范国际税收服
务及征管模式。税海护堤，破浪扬
帆。在维护税收高质量发展的新征
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浪潮
中，他税魂不变，信念愈坚，勇于亮
剑，砥砺前行。

“亮剑”
国际税收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
国际税收管理科副科长张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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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英杰，男，汉族，1983 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税务
总局三亚市吉阳区税务局四级高级主
办。从军19年从税2载，从军以来多次
荣获嘉奖和先进个人。2022年荣获吉
阳区税务局“优秀共产党员”。

在部队，他是一名“钢铁战士”，保
家卫国。到地方，他也是一名“军人”，
为国家税收保驾护航。他始终不忘军
人本色，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为
人先的工作热情，尽心尽力为纳税人
缴费人干好事、办实事；他始终胸怀大
局，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全市疫
情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英勇
斗争，用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他始终热心公益，希望将爱心传
递，仅是转业到税务局以来，就已经累
计献血10余次，4000多毫升。他虽然
只是税务岗位上一个平凡的干部，但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

几许报国心
为民终不悔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吉阳区税务局
四级高级主办钟英杰

阳琪辉，女，汉族，1987年11月出
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国家税
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税
收风险管理局）副局长。工作11年来，
考取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中级会计师等
一系列证书，荣获嘉奖3次，2021年荣
获“优秀共产党员”。

“5+2”“白+黑”是她的“时间表”，
“区局—市局—省局”是她的“路线
图”，一手接电话、一脚溜烟跑是她的

“常态”。努力做好企业政策辅导的
“教导员”、退税风险防范的“消防员”、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的“服务员”，是她
为自己订立的三个身份。她这种对党
的无限忠诚，对事业无比执着的真挚
情感和无私奉献，诠释着新时代税务
人应有的样貌。她以时不我待的高度
责任感和不畏艰难的担当精神，柔肩
挑重担，热血铸忠诚，以实际行动为退
税减税政策平稳落地自贸港贡献青春
力量。

税花绽放自贸港
一腔热血写忠诚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第二税务
分局（税收风险管理局）副局长阳琪辉

初心不与年俱老
奋斗永似少年时

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
局货物和劳务税科负责人胡光平

胡光平，男，汉族，1987 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现任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
济开发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负责
人。他以不畏挑战的精神、扎实肯干的
作风和砥砺前行的步伐，实打实、硬碰硬
落实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和重点工作，
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好纳税人、缴费人，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兴税有我”
的铮铮誓言。

从税11年来，他相继被评为“青年
岗位能手”“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11年来，他始终保持着披星光，
踏晨露，以日夜伏案、埋头苦干的执着和
努力，把对税收事业、对纳税人最淳朴、
最深厚的挚爱，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
行动，生动诠释了“忠诚担当、崇法守纪、
兴税强国”的税务精神。他扑下身子办
实事，攻坚克难促改革，展现了新时代税
务干部敬业、执着、担当的新风貌，用工
作实绩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忠诚担当的
优异答卷。

王幸平，男，瑶族，1985年11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税务
总局三沙市税务局收入核算和税收经济
分析科科长、国家税务总局三沙市税务
局第一支部纪检委员。从税8载，他连
续多年被评为三沙市税务局“优秀共产
党员”，2020年获得海南税务系统减税
降费专项工作嘉奖，2021年荣获“海南
省最美家庭”。

他以扎根边陲为使命信仰，不畏艰
辛、乐守天涯，服务三沙纳税人的足迹遍
布岛礁各个角落；他以精进业务为立身
之本，勤勉探索、刻苦钻研，在不断攻克

“海洋石油领域引进事先裁定”等税收难
题中成长为骨干能手；他以税收为民为
宗旨准则，勇挑重担、优化服务，在落实
减税降费各项优惠政策中，创造“全省单
笔最大金额留抵退税一个工作日到账”
的自贸港速度。税月无声，青春无悔，他
用行动和实干书写着守护祖宗海、建设
自贸港的责任与担当。

青春无悔担使命
税月无声写忠诚

国家税务总局三沙市税务局收入核
算和税收经济分析科科长王幸平

陈宏权，男，汉族，1981年11月出
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国
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四级高级主办。他是全国税务系统第
二批领军人才、“海南税务之星”，被海南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他是税收一线的“冲锋手”，以锲而
不舍的钻研、永不服输的干劲，成就精
湛的业务技能，打赢“税务机构改革”等
一个又一个改革攻坚战。他是服务群
众的“有心人”，满怀热情，大胆创新，推
出了全省“纳税服务体验师”等多个服
务纳税人首例新举措。他是基层团队
的“领航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带领
所在单位创造从绩效倒数跃居第二的
佳绩，斩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等系列荣
誉称号。“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正如他的座右铭，他以一
名税务人的务实担当，恪守初心，踔厉
奋发，彰显着“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
神圣使命。

恪守初心
踔厉奋发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宏权

吴佳蔚，女，汉族，1991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税务总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
税服务厅）局长。连续三年获公务员嘉
奖，2018年获评三等功，先后获得“海南
省国家税务局2017年度纳税服务类岗
位能手”“乐东希望工程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2018—2019年度海南省青年岗位能
手”“海南省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从一线窗口人员到税政股长、分局
局长，她的成长一步一个脚印。她倾力
纳税服务，创新推动设立“办不成事”窗
口、“吐槽”窗口、肖总工作室等，着力提
升纳税人满意度。她全力落实退税减税
优惠政策，从政策辅导到业务办理，亲力
亲为，助企纾困解难。她致力志愿服务，
特别是担任青年抗疫突击队队长，投身
抗疫一线，扛起党员干部责任担当。以
匠心致初心，用平凡铸不凡。她用辛勤
汗水与扎实业绩浇铸海南自贸港税务奋
斗勋章。

用平凡
造就不平凡

国家税务总局乐东黎族自治县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吴佳蔚

争做最美税务人 争创税务

林明聪，男，汉族，1981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案源管理科科长、四
级调研员，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稽查局第二党支部书记。从税17载，
他多次被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评
为优秀个人，2019、2021年两次被国家税
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
评为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
动成绩突出个人。

用行动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忠诚，
用税务稽查干部的坚守维护着经济税收
秩序、国家税收安全和社会公平正义。在
税务稽查检查一线上，他带领的检查组累
计查补税款12.68亿元，查处虚开发票金
额101.19亿元，联合公安部门打掉虚开
团伙11个，抓捕犯罪嫌疑人67人，对涉
税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强大震慑；在税务
稽查案源管理上，他针对我省涉税违法
特点构建选案指标，自选案源准确率达
100%，精准防控海南自贸港税收风险。

用稽查利剑
护航国家税收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案
源管理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林明聪

高江林，女，土家族，1985年11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
心三级主任科员、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
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党支部纪检
委员，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机关
第三团支部书记。

从税8载，她苦学业务，甘于奉献。
从对标苦学的税务“小白”蝶变成雷厉风
行的业务骨干，一路走来她坚守税务服
务一线。她善于沟通，热情周到，每一通
电话，她都耐心倾听纳税人需求，热情解
答纳税人疑惑，设身处地为纳税人解决
问题。她勇于担当，顾全大局，在需要的
时候，她总是说“我留下”。如今，她服务
纳税人已超过2万人次，用行动履行了

“用心倾听 真诚服务”的宗旨。她在细
微处彰显纳税服务的温度，以实际行动
体现税务工作者的担当，在与“税月”同
行的路上她的牺牲与奉献让热线不打
烊，服务不断档。

在最好的年华砥砺奋斗
让最美的自我倾情奉献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
务和宣传中心三级主任科员高江林

陈宗智，男，黎族，1993 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国家税务
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
局局长、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
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他从
税7载，2016年获陵水县党章党纪党规
知识竞赛一等奖，2021年被陵水县税务
局记三等功。

他冲锋在前，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
务。坚持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主动
问需，想方设法解决拖延数年时间的小区
完税问题；精准辅导，为留抵退税政策落
准落好保驾护航。他保障于后，为税务人
打造坚实堡垒。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修缮
保障办公用房、建设文娱健身场所，打造
干部职工精神文化家园；严防联控、保障
物资，在疫情阻击战中坚决扛起责任担
当。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踏踏实实；不求
涓滴相报，但求青春无悔。他肩扛责任，
脚踏实地，勤慎肃恭，默默耕耘，在最好的
时代砥砺前行，如此方为不负最好年华。

铭记税心
不负韶华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
第二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陈宗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激

励广大税务干部锐意进取、砥砺奋进、奋勇向前，更好发挥先进典型

示范引领作用，积极营造高质量推进海南自贸港税收现代化的良好

氛围。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决定联合

开展首届“海南自贸港最美税务人”学习宣传活动，经系统动员、单

位推荐、网络评选、专家评审等环节层层选拔、优中选优，最终评选

出高江林等10名“最美税务人”。

2022年10月20日，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联合发文表彰10名首届“海南自贸港最美税务人”，勉

励最美税务人要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凝聚向上向善力量，保持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进新时代，争创新

业绩。同时号召全省税务干部要以首届“海南自贸港最美税务

人”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以全力以赴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为己任，

为高质量推进新发展阶段税收现代化和全面建设海南自贸港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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