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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男男　南通团市委

副书记、党组成员，如皋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

女，汉族，１９７５年４月

生，江苏通州人，１９９５年６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９９５年

８月，在南通师范学校五年

制大专班学习；１９９５ 年

８月～１９９８年１月，任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语文教师（其间：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９９７年７月，在江

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取得

大学学历）；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任南通师

范学校语文教师、教工团支部书记（其间：１９９７年

９月～１９９８年７月，在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

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脱产进修）；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２０００年２月，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校团委干事；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１月，任南通师范学校团委副

书记；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５月，任南通团市委副书

记（试用期一年）、党组成员；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０９年

１月，任南通团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其间：２００３年

９月～２００６年７月，在江苏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学专业

研究生班学习，取得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硕士项目管

理专业学习）；２００９年１月起，任南通团市委副书记、

党组成员，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

　　杜松华　如皋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

书记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４月

生，江苏南通人，１９８８年

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９８３年

７月，在江苏公安专科学校

刑治专业学习；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９４年２月，任通州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侦察员、副大队长；１９９４年２月～

１９９５年３月，任通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９９６年８月，任通州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大队长（副科级）；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６月，

任通州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刑警大队大队长；１９９７年

６月～２００１年４月，任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

委员（其间：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在中央党

校法律专业本科班函授学习，取得大学学历）；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通州市公安局副局

长、党委副书记（正科级）（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

２００３年７月，在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学习）；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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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启东市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２００７年８月，任如皋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

处级）；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９年１月，任如皋市市长

助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

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年２月起，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省省省（（（部部部）））级级级荣荣荣誉誉誉获获获得得得者者者
（（（简简简要要要事事事迹迹迹）））

　　陈美珍　全国“三八”

红旗手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生，女，

汉族，中共党员，农艺师，如

皋市华珍禽业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长江镇三洞口村

党总支副书记，中共十六大

代表。陈美珍自１９９１年辞

去教师工作、白手起家、和

丈夫一起办养鸡场以来，依

托党的富民政策，不断学习国内外家禽养殖技术，

掌握准确预测市场的能力和科学管理的经验，建立

合理、完善、坚强的科学防疫体系，引进、运用和开

发高科技蛋鸡养殖技术，建成拥有１０００多万元的

现代化养鸡场。申请注册的“华珍”牌鸡蛋，被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所经营的养殖

场被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陈美珍先后带动和帮助周边１０００多名农民走

上科学养鸡的致富奔小康道路，带头组建拥有

３００多名社员和超千万元资产的禽业合作社，为养

殖户提供无偿培训指导、禽病防治和销售服务。

陈美珍先后被评为全国双学双比先进女能手、

省“三八”红旗手、省先进女能手标兵、省“百佳”经纪

带头人、省劳动模范、南通市劳动模范、南通市村干

部创业标兵。２００９年９月，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曹　璨）

　　何福平　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先进个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生，男，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现任如皋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法

制办公室主任。

何福平自２００１年走上

政府法制办领导岗位后，始

终以“权从法出，权依法行”

为基本准则，以公道、正派、

清廉为做人标准，主动创建

学习型个人，累计为全市行

政执法人员组织行政法律法

规宣传培训考试近３０场次，培训人员１．５万余人次。

近三年来，何福平合法性审核规范性文件及民

商事合同１８６份，牵头组织或参与行政决策听证

１８件，行政复议听证６４件，具体办理行政复议案

件１３４件。大胆探索、创建一系列在省内均属首创

的行政复议工作运行机制：行政复议案件个案整改

制度，行政复议案件统计分析、公示制度，行政复议

单项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法误”公示制度，对

当事人采用书面行政复议一次性告知、行政复议风

险提示等制度。撰写的《行政复议简易程序构想》

等论文获省级以上奖项，《论城市房屋拆迁公有产

权安置》、《城市房屋拆迁中对违章建筑的界定与处

置》等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潜心研究沿江开

发、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征用、城市拆迁、新农村建

设等方面发展过程的瓶颈制约因素，大胆思考，探

寻出一系列合法与合理相结合的工作思路，使行政

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渠道。

２００６年，何福平获省政府法制先进工作者称号。

２００９年，获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孙亚东）

　　黄　勇　全国水利技

术能手

１９６１年３月生，大专

学历，高级技师，如皋市农

田水利试验站职工。

黄勇自１９８１年参加工

作以来，３０年如一日，勤勤

恳恳地工作在农水科研岗

位上，刻苦钻研数字电路与

量水技术规范，凭着历年的

基层经验和极强的创新意识，成功开发出系列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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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式农田灌溉量水计，实现农灌量水设备造价低廉、

安装方便、具有一定测量精度的要求，技术成果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被广泛应用于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南

水北调明渠灌溉量水等工程，在全国灌溉培训班的

量水技术培训教材中被推荐为灌溉量水首选设备。

黄勇研究的课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１项、国家专利３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

各１项，省科技推广三等奖１项，省水利科技进步

二等奖、市科技进步奖和科技推广奖多项；在国家

级专业技刊发表论文７篇。

黄勇被评为省有特殊贡献的技术能手、省“３３３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省“六大人才高峰”

培养对象、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南通市第

六、七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２００９年７月，被授予

全国水利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殷亚平）

　　张永海　中国少年儿

童平安行动贡献奖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生，男，

江苏如皋人，汉族，中共党

员。现任如皋市公安局交

巡警大队教导员。

张永海自１９９７年担任

如皋市实验小学、许庄中

学、特殊教育学校和如皋外

国语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和“志愿辅导员”以来，致力研究当代少年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竭诚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服务，受

到广大青少年的信任和喜爱。大力倡导“警校共

建”，在学校周边创建的“护学岗”、“维权岗”，被团

市委、市综治委表彰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他立足

本职，强化对少年儿童交通安全知识和自护自救常

识的教育，与如皋市特殊教育学校共同编写的《文

明交通》、《平安行动》系列校本教材，被市教育局在

全市中小学推广使用。他自筹资金近２万元在特

殊教育学校建立的交通安全模拟教育基地，被省政

府召开的“平安畅通县区”现场推进会表彰推广，全

省多家新闻媒体给予报道，先后有近万名学生前往

模拟学习。先后领养、资助６名残障学生和贫困学

生，在他的呼吁下，企业家、个体户、交巡警大队民

警们伸出友爱之手，资助残障学生及贫困学生

１４名，市公安局１９个直属党支部每个支部资助

１名残障学生或贫困学生。

张永海多次获南通市优秀辅导员称号，并被评

为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２００９年１月，被

全国少工委授予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贡献奖。

　　陈卫东　全国公安机

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先进

个人

１９７０年７月生，男，江

苏如皋人，汉族，中共党员。

现任如皋市公安局法制办

公室主任。

陈卫东自２００６年担任

市公安局法制办公室主任

以来，刻苦钻研有关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方法的法律知识和相关司法解释，建

立了一套严谨、科学的复议应诉工作制度，所办理

的行政复议和应诉案件无一败诉。在复议应诉过程

中，耐心细致地向群众宣传和解释法律，热心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积极推行行政负责人出庭制度，其做法在

全省公安复议应诉会议上交流。实行案件网上点评

制度，认真总结每一个办理复议应诉案件，教育引

导民警规范执法办案。修改完善执法质量考评机

制，全面落实执法责任，制订出台《１１０现场取证规

定》、《物证室管理规定》，规范证据管理，这一做法

通过《江苏公安法制》在全省推广。市公安局执法质

量逐年稳步提升。２００９年，陈卫东被公安部评为全

国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先进个人。

（许　虎）

　　陆兴华　全国医药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生，男，

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如皋市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陆兴华自２００５年市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以来，查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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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深入各镇、村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医疗工作

调研，认真测算，科学合理调整制定参合农民医药

费用补偿方案，为市政府出台参合农民医药费用补

偿政策提供第一手详实资料；不断完善新农合管理

制度，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经办能

力建设，６年来，市合管会累计发放参合农民住院

补助及门诊补助支出４．５７亿元，享受住院补助人

数１９．１８万人，受益面达１５．７２％，门诊补助受益

面达１００％，基金支出率由２００６的６８．５１％提高至

９８％。２００９年，被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评为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张建萍　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先进个人

１９７０年７月生，女，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如皋市卫生局社会卫生科科长。

张建萍自１０年前分管血防工作以来，注重组

织管理，以农民健康工程为载体，将血防工作列入

各镇卫生所综合目标责任考核中，亲自深入一线，

加强对基层工作的督查，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和困

难；注重宣传发动，利用声、屏、报等多种形式宣

传血防工作，与血防人员一

起深入小学讲授血防知识

课，开展血防“六个一”（即

在全市师生中上一堂血防

知识课、搞一次宣传活动、

开展一次查钉螺、写一篇血

防作文、搞一次血防书画比

赛、学唱一首血防歌）活动；

注重业务培训，组织血防知

识专题培训，分析严峻血防

形势，阐述血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科学性，详

细讲解血吸虫生活史、钉螺生物学及查灭螺的技术

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勤奋工作，乐于奉献，带领全

市血防工作人员扎实开展查螺灭螺工作，每年查螺

面积都在１０００万平方米以上，超额完成省、市下达

的查螺任务。如皋血吸虫防治工作成效显著，未发

生血吸虫病流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被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林

业局联合表彰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先进个人。

（何云祥）

市市市（（（厅厅厅）））级级级荣荣荣誉誉誉获获获得得得者者者

市 （厅 ）级 获 奖 名 单 一 览
　表１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吴小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先进个人并记二
等功

市公安局锦绣派出所 南通市委、市政府

蔡可如 开拓创新公务员标兵 市体育局 南通市委

杨晓峰 南通市对外劳务市场专项集中整治工作先进个人 市工商局 南通市政府

聂建国 南通市春运工作先进个人 市交通局 南通市政府

袁明生 全省优秀运政管理人员 市运管处 省交通运输厅

朱凡亚 全省交通行业队伍建设先进个人 市交通局 省交通运输厅

夏茂泉 全省铁路工作先进个人 市铁路办 省铁路办公室

杜松华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省公安派出所工作“１１１”工程
优秀公安局长并记二等功

市公安局 省公安厅

陆建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省公安派出所工作“１１１”工程
优秀派出所长

搬经派出所 省公安厅

王端宏 全省公安国内安全保卫系统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省公安厅

冒友建 全省刑侦秘密侦控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省公安厅

徐 祥
全省公安机关“迎国庆、保平安”大巡防竞赛活动
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巡防大队 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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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１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姚光荣 全省公安机关“六四”维稳工作先进个人 市看守所 省公安厅

陈东升 省交通科技信息化能手 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省交巡警总队

张 勇 国庆６０周年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 省信访领导小组

柳永建 国庆６０周年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 省信访领导小组

刘志斌 国庆６０周年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桃园派出所 省信访领导小组

杨国斌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科协 省科协

张亚鸾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科技局 省科协

彭深海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财政局 省科协

杨国祥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 省科协

刘蓓月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如城镇 省科协

石俊峰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常青镇 省科协

尹冠明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科协

阚德勤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雪岸镇 省科协

张勇祥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磨头镇 省科协

刘建胡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如皋经济开发区 省科协

许映如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林局 省农业委员会

金义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林局 省农业委员会

季玲玲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洪远琪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席日峰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蚕桑站 省农业委员会

薛卫东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蚕桑站 省农业委员会

严 军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孙志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季玲玲 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十佳通讯员 如皋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杨 静 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先进个人 如皋市能源站 省农业委员会

李 剑 江苏省农业行政执法先进个人 如皋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省农林厅

魏国才 兽药饲料监督管理先进个人 如皋市兽医卫生监督所 省畜牧兽医局

关伟伟 江苏省畜牧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省畜牧兽医总站

杨宝平 江苏省种子管理先进工作者 如皋市种子管理站 省种子管理站

秦艳秋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先进个人 市工商局 省工商局

杨晓峰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先进个人 市工商局 省工商局

沈 坚
婴幼儿奶粉事件江苏患儿赔偿金发放工作先进
个人

市工商局 省工商局、省消协

丁红霞
婴幼儿奶粉事件江苏患儿赔偿金发放工作先进
个人

市工商局 省工商局、省消协

仲幼林 省农村饮用水监测先进个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小标 省行政执法先进个人 市文化稽查大队 省文化厅

房高翔 省优秀文化站长 常青镇文化站 省文化厅

·８７·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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