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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党委
王 蓓（女） 海棠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罗章文（黎族） 海棠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民族事务局局长
吴永恺 海棠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陈远柳（女）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

限公司销售部总监助理
符天德 海棠区南田居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
欧能友 海棠区三灶村党总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陈泰文（黎族） 海棠区营头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符史承 三亚飞马汽车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龙楼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

封 旭（女） 海棠区青田社区卫生服务站
站长

吉阳区党委
刘 艺（回族） 吉阳区团委书记，落笔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周才学 吉阳区医疗保障局局长
曾 山 吉阳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邵 慧（女） 吉阳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林 惠（女） 吉阳区卫健委副主任
孙一廷 吉阳区园林绿地所副所长
刘小弟 吉阳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副主任
董儒刚 吉阳区田独卫生院院长
黎 敏（黎族） 市第二小学教师
胡 慧（女，黎族） 吉阳区六道社区党委副

书记
苏应钧 吉阳区月川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刘定雄 吉阳区应急管理局四级主任科

员，新红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

文远周 吉阳区南新医院公共卫生科主任

天涯区党委
安宝华 天涯区候鸟党委书记、区候鸟人

才协会会长
商 鸣 天涯区乡村振兴局负责人
戴青云 天涯区卫健委副主任
麦世科 天涯区农业农村局河长制服务中

心主任
王 科（女，傣族） 天涯区委组织部四级

主任科员
王潇瑜（女） 天涯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陈 菊（女） 市第三小学教师
邢国英（女） 市第四小学校长
黎庆学 天涯区西岛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吴胜忠 天涯区金鸡岭路社区党委副书记
苏 翻（黎 族） 天涯区红塘村党委副书

记、村委会副主任
蒲首豆（黎族） 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

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陈成书 天涯区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黑

土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邱 婧（女） 天涯区医保局局长
哈志宝（回族） 天涯区回辉社区党总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 平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委组织部纪检

组组长，扎南村驻村第一书记、天涯区驻村工
作队组长

崖州区党委
张 鹏 崖州区乡村振兴局负责人
高真康（黎族） 崖州区抱古村党总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 锋 崖州区委组织部干部信息管理中

心九级管理员，长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

陈宗衔 崖州区崖城卫生院院长
黎 伟 崖州区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
林小震（黎族） 崖州区纪委副书记、监委

副主任
欧阳震 崖州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陈 隆 崖州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刘将建 崖州区港门村党总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潘立仁 崖州区东关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傅 航（女） 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叶经飞 崖州区梅山中学校长

育才生态区工委
胡启武（黎族） 育才生态区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
谢 萍（女，黎族）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

科技卫健局局长
陈广聪 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育才生

态区那会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李守光 育才生态区立才居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邓海全（苗族） 育才生态区那会村党总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胡 平 育才生态区党政办主任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盛 文 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
丁广强 市政府办原副秘书长、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副主席
朱红伟 市委政策研究室（市自贸办）社会

发展研究科科长
王 爽 市互联网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泽卫 市数字化城管监控中心副主任
柯雯君（女，黎族） 市乡村振兴局党组成

员
李振强 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办公室一级科员，海棠区营头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长

陈旭东 市政府办秘书五科原科长
吉才冠 市商务局消费促进科科长
林昌慧（女）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宣教科科

长
郑 凯 国家统计局三亚调查队综合法规

科科长
蔡春茂 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水质生

物室主任
雷 波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组织人事科

科长
旷冬年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服务科科长
钟震山 市综治中心（市网格化服务管理

中心）主任
李 力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曾雄姿 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市国资委党委
郑 艳（女） 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

驶员
徐 丰（女） 市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大

型活动部外联室主任
王江龙 市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规

划建设部经理
张乐义 市国资委发展改革与政策法规科

科长
卢黎霞（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三亚

崖州分公司总经理

市公安局党委
章亚迪 市公安局崖州分局刑警大队副大

队长
徐柏林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
唐宏宽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海棠大队教导

员
莫安武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纪检监察室一

级警长
魏圆圆 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法制大队四级

警长
符林森 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分局四级警长

市教育局党委
宓 奇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校长
曾艳青（女） 市第一小学副校长
陈红玲（女，黎族） 市育才光彩小学教师
王恒宇 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

市卫健委党委
郑家耿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喻 阳 市卫健委办公室主任
林昌锋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陈 亮 三亚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
韦 辉 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
李许良 三亚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厂长
林鹏振 三亚港务集团南山港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

市委两新组织工委
李伟扬（女） 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

院康复科主任
赵亚才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碧绿（女） 三亚市心理学会副秘书长
石 芮（女）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思政教研

室负责人
张 亚 芒辰海南新媒体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海棠区党委
吴天直 海棠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
曹立伟 海棠区委办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若谷 海棠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何 斌 海棠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秀帅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
司党委第四党支部书记

吴晓艺（女）海棠区共青学堂联合党支部
书记

黎子豪 海棠区江林村党委委员、村委会
委员

吉阳区党委
高正才（黎族） 吉阳区大茅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

侯雪华（女） 吉阳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鸿聪 吉阳区罗蓬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单晓洁（女）吉阳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丁金军 吉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基

层党工委副书记
苏运毅 吉阳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中廖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 丹（女） 吉阳区海澜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黄国梁 吉阳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党

委书记
唐进明 吉阳区港门村社区党总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李荣涛 三亚南方公学党支部书记、执行

校长
苏少洪（黎族） 吉阳区博后村党总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胡创俊（黎族） 吉阳区六盘村党总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天涯区党委
蒲彩勤（女）天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莫朝康 天涯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金 力 天涯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黎敏敏（女）天涯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

记
符 林（女） 市第三中学党支部副书记
王明彩（女）天涯区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陈 惠（女） 天涯区和平社区党总支部副

书记
符永富（黎族） 天涯区布甫村党委委员
董国效（黎族） 天涯区水蛟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
罗学荣（黎族） 天涯区塔岭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
王贻忠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

任，抱龙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

黎祖强 天涯区羊栏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

刘宗献 市政协办政策研究室主任，天涯
区过岭大社区党委书记

唐建伟 天涯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易胜国 天涯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部

局局长

崖州区党委
林 海 崖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

局局长
郭 妃（女） 崖州区委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陈泰莲（女） 崖州区南滨居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赵清泉 崖州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廖树芬（女） 崖州区保平村党总支部党

建专干
赵克攀 崖州区梅山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

书记
郑婕妤（女） 崖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邢雄荣（黎族） 崖州区北岭村党总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黎 安 崖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韦迪忠 崖州区城西村党总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陈儒明 崖州区东京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黄宗明 崖州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周显同 崖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崖州

湾科技城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育才生态区工委
黎礼秀（女，黎族） 育才生态区工委组织

部部长
符继业 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负责人，

抱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杨小锋 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周文诗 三亚赤田水库供水灌溉工程管理

处副主任，雅林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王美全 市会计管理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青法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董景武（黎族） 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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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增兴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纪监

工委书记
康燕玲（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
徐 艳（女） 市政府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祁海清 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机关党委副书记
张 群 市财政局会计管理中心党支部副

书记
黄倩玉（女）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第一

党支部组织委员
黄文章 市委统战部民族事务综合科科

长，第六党支部组织委员
罗有豪 市政协机关组织人事科科长、机

关党委委员
蒋剑峰（苗族） 市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和舆

情信息科科长
凡伶俐（女） 市民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
祁莉莉（女） 市水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
何冠尧 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陈居宇 市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副

队长，党支部宣传委员
陈 晓（女） 市城郊人民法院旅游审判庭

副庭长，第二党支部纪检委员
海 彪（蒙古族） 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党务

专员

市国资委党委
袁文革 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刘劲平 市国兴水产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林 雪（女） 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纪

委副书记
贾 斌 市国资委组织人事科四级主任科

员

市公安局党委
杨 林（女） 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分局政治

处副主任
骆晓丹（女）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政治处

副主任
吴小哲（女） 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政治处

主任
姚传斌 市公安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陈同亮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纪检监察

室四级高级警长

市教育局党委
许小玲（女）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党委副书

记
黎毅珠（女） 市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
陈人珊（女） 市第九小学党支部书记
廖玛莹（女，黎族） 育才中心幼儿园党支

部书记
高福明（黎族） 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党支部

副书记
黎瑞沣 市育才初级中学党支部宣传委员
李 璐（女） 市第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

市卫健委党委
杨春玲（女） 市卫健委党委专职副书记
何超明 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张燕晖（女） 三亚中心医院党委委员、党

委办主任
张良福 市疾控中心第四党支部书记
王身芳（女） 市中医院行政第二党支部组

织委员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
张 安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群处

职员

市委两新组织工委
李亚祥 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书记
钟 梅（女）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梁建锋 市社会组织党委副书记
朱建明 三亚中铁置业广场党委书记
柯 露（女）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行业

党委专职副书记
马 骏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党支部书记
王凌燕（女） 三亚丰和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
杨宗江 三亚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郑晓敏（女） 三亚潮汕商会党支部书记

海棠区党委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党委
海棠区南田居党委
海棠区龙海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委
海棠区林旺社区党总支部
海棠区委组织部党支部
国能物资海南有限公司党支部
海棠区共青学堂联合党支部
海棠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支部
海棠区藤桥中学党支部

吉阳区党委
三亚中铁置业广场党委
吉阳区卓达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委
吉阳区南新居党委
吉阳区大茅村党委
吉阳区博后村党总支部
吉阳区卫生健康系统党总支部
吉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党支部
吉阳区南海学校党支部
三亚双猴科技公司党支部
海南鼎铭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吉阳区田独卫生院党支部
吉阳区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

天涯区党委
天涯区候鸟党委
天涯区马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委
天涯区布甫村党委
天涯区塔岭村党委
天涯区抱前村党总支部
天涯区群众街社区党总支部
天涯区场站社区党总支部
天涯区卫健委党总支部
天涯区乡村振兴局党支部
天涯区民政局党支部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
市第一幼儿园党支部
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有限公司党

支部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党支部
天涯区高峰小学党支部

崖州区党委
崖州区南滨居党委
崖州区崖州湾科技城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党委
崖州区大蛋村党委
崖州区拱北村党总支部
崖州区赤草村党总支部
崖州区委组织部党支部
崖州区崖城卫生院党支部
崖州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党支部
崖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支部
三亚青林学校党支部

育才生态区工委
育才生态区立才居党委
育才生态区那受村党委
育才生态区龙密村党总支部
育才生态区青法村党总支部
育才生态区抱安村党总支部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党委
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
市审计局机关党委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机关党委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
市司法局机关党委
市总工会机关党委
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三亚烟草专卖局机关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市市民游客中心党总支部
市共青团党支部
三亚气象局党支部
市残疾人联合会党支部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

学部第一党支部
三亚国家安全局政治部党支部
市半岭水库工程管理处党支部
市会计管理中心党支部
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党支部
市政府服务热线党支部
市妇女联合会党支部
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党支部

市国资委党委
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部
市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市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第六党支部
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市公安局党委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鹿回头派出所党支部
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党支部
市公安局崖州分局南山派出所党支部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党支部
市公安局警令部党支部

市教育局党委
市第一中学党委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党委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党委
市第四中学党支部
市第七小学党支部

市卫健委党委
市人民医院党委
市中医院党委
三亚中心医院急诊党支部
市妇幼保健院公卫党支部

市委两新组织工委
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
天涯区风情街商圈党支部
三亚千古情旅游演艺有限公司党支部
市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党支部
崖州区郎典村打柴舞协会党支部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党支部

三亚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市委决定，表彰一批三亚市

优秀共产党员、三亚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三亚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在各区党委、市直属各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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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名三亚市优秀共产党员（含追授1

人）、100名三亚市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三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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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至 6月 22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

异议，请于公示期间向市委组织部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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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88272255（含传真）。

联系地址：三亚市榆亚路1号市委大院市委办公楼五楼市委组

织部组织一科（邮编：572000）。

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
2021年 6月15日

三亚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名单
关于三亚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优秀党务工作者（100名）

先进基层党组织（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