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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任任任市市市党党党政政政领领领导导导（（（简简简历历历）））

　　黄　成　中共如皋市

委副书记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４月

生，江苏启东人，１９８５年５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９８３年

８月，在南通师专化学专业

学习，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８３

年８月～１９８６年８月，任

启东县吕复中学教师、副教导主任；１９８６年８月～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任启东县（市）总工会职工学校教导

主任；１９９０年１１～１９９４年３月，任启东市总工会

秘书、经审会主任、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３年１０月～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参加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

习，取得大学学历）；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９９５年４月，任

启东市寅阳乡林启村党支部书记；１９９５年４月～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任启东市寅阳乡科技副乡长、林启

村党支部书记；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９９６年９月，任启

东市惠丰乡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９９７年１１

月，任启东市海复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１９９７年１１

月～１９９８年６月，任启东市海复镇党委副书记（主

持党委全面工作）；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０１年３月，任

启东市海复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１年９

月，任启东市计经委主任、党委书记；２００１年９月～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任启东市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

任、党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如

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６

月，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如皋港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中共如皋市委常

委、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６月，任中共如

皋市委常委、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如皋港区党

工委书记；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中共如

皋市委常委、如皋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如皋港

区党工委书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６月，任中

共如皋市委常委、如皋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中共如皋市委副书记。

　　司祝建　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

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男，汉族，１９６４年３月生，江苏如皋人，１９９０年

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南通师专生化

专业学习，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９２年５

月，任如皋中学教师、教工团支部书记、团委副书

记、团委书记；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４月，任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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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如皋市委副书记（其中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参加中央党校函授经管

班学习，取得大学学历）；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００年４

月，任如皋市东陈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参加苏州大

学研究生进修班学习并结

业）；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２年

８月，任如皋市东陈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８月～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任如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如皋日

报社社长、党组书记；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６年６月，

任中共如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２００４年９月～

２００６年７月，参加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取

得研究生学历；参加江苏省委党校企业管理专业学

习，取得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２月，

任中共如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市人

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胡拥军　中共如皋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男，汉族，１９７４年１２

月生，江苏如皋人，１９９８年

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９５年

８月，任如皋市磨头小学教

师（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９９６年

６月，参加江苏中小学教师

自学考试委员会江苏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学习，

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４月，任如

皋市磨头蔡庄小学校长；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任如皋市磨头中心小学校长（其中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参加江苏省中小学教师自学考试委员会江苏教

育学院教育管理专业学习，取得大学学历）；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９月，任如皋市委办公室信息科

工作人员；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４年２月，任如皋市委

办公室党群科副科长；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３月，

任如皋市委办公室督查科科长；２００４年３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任如皋市委办公室副科级秘书、督

查科科长；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任如皋市

委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

如皋市长江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８年１

月，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人选、党组书记；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党组书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９月，

任如皋市委办公室主任（其中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０９

年７月，参加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专业学习，取

得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９月，任如

皋市委办公室主任、市接待办公室党组书记；２０１０

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市委办公室主任、市接待办公室党组书

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６月，任中共如皋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中共如皋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吴道健　中共如皋市

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３月

生，江苏如皋人，１９８６年５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６年

８月，在苏州农业学校农业

经济与管理专业学习，取得

中专学历；１９８６年８月～

１９９０年１月，任如皋县委农工部办事员（１９８７年９

月～１９９０年７月，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专

业大专函授学习）；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９１年５月，任

如皋县委农工部指导员；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７

月，任如皋县（市）委农工部政策调查研究科副科

长、科长；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任如皋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其中１９９５年３月～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借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从事文秘

工作；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９６年６月，参加中央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取得大学学历）；１９９５年１１

月～１９９７年３月，任如皋市建设乡党委副书记（任

实职）；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２月，任如皋市建设

乡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９９９年８月，任如皋

市吴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００年

３月，任如皋市吴窑镇党委书记、镇长；２０００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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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任如皋市吴窑镇党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如皋市柴湾镇党

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７月，任如皋市委

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任如皋

市委办公室主任、市接待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

委办公室主任、市接待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２０１１年

６月始，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胡宏杰　中共如皋市

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１２

月生，江苏海安人，１９９０年

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９

年９月，任江苏南通军分区

守备三团战士；１９８９年９

月～１９９１年７月，在解放

军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学习，取得大学学历；１９９１年

７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任江苏省军区南通军分区守

备三团排长；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８月，任海防

第三团政治处干事；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３月，任

港闸区人武部干事；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００４年６月，任

南通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副科长；２００４年６月～

２００５年６月，任江苏省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参谋；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０６年３月，任南通军分区司令部

军动科副科长；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任崇川

区人武部副部长；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５月，任南

通军分区军动科科长；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４月，

任如皋市人武部部长；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６月，

任如皋市人武部政委；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中共如皋

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马金华　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如皋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男，汉族，１９６６年３月生，江苏如皋人，１９９０年

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８月，在南通师范专科

学校中文系文秘专业学习，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８８年

８月～１９９３年５月，任如皋县（市）黄市乡统计助

理、党委秘书；１９９３年５月～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如皋市黄市

乡负责组织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０

月～１９９６年７月，任如皋市

黄市乡党委组织委员（１９９４

年３月，明确享受副乡级待

遇）；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２

月，任如皋市何庄乡党委组

织委员；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９８

年１１月，任如皋市何庄乡副

乡长、党委组织委员（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参

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取得大学

学历）；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９９９年１月，任如皋市何庄乡

党委副书记（主持政府全面工作）；１９９９年１月～

２０００年４月，任如皋市何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任如皋市搬经镇党委副

书记、行政工作组组长；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任如皋市搬经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１年２月～

２００２年１月，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第１１期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习）；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７月，任如皋市下

原镇党委书记（其中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０３年７月，参加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政治经济学方向经济管理

专业学习，取得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任如皋市下原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任如皋市下原镇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正科职）；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２００８年１月，任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任如

皋市长江镇党委书记，如皋港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９月，任如皋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推荐人选，如皋市

柴湾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任如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如皋市柴湾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任如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如皋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蔡　忠　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男，汉族，１９６８年７月生，江苏启东人，１９９２年

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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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３年

７月，在苏州城市建设环境

保护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学

习，取得大学学历；１９９３年

７月～１９９７年３月，在启东

市计划委员会房地产开发

公司工作，任建设投资公司

副经理（其中１９９５年４月～

１９９６年７月，任启东市惠

和乡乡长助理）；１９９７年３

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任启东市纪委纪检监察员、办

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工作，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２０００年１月，参加苏州大学公共管理与现代文秘

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任启东市纪委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２０００年１月，任启东市纪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５月，任启东市纪委常委、检

查一室主任；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３年８月，任启东市

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０７年８

月，任启东市纪委副书记（其中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７

年７月，参加江苏省委党校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学

习，取得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８年５月，

任启东市大兴镇党委书记、镇长；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任南通市纪委效能室副主任；２００９年

３月～２００９年９月，任南通市纪委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南通市纪委办公室

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工作）；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任南通市纪委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始，

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谢新民　如皋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男，汉族，１９５８年１月

生，江苏如皋人，１９７６年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

校大学学历。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９８０年

１２月，在南通师专中文系

学习，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８０

年１２月～１９８２年５月，任

如皋县白蒲中学教师、团委书记；１９８２年５月～

１９８４年２月，如皋县委组织部干部组借用工作；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９８７年９月，任共青团如皋县委书

记（其中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６年７月，参加省委党

校党政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９２

年４月，任如皋县（市）胜利乡党委书记；１９９２年４

月～１９９５年３月，任如皋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任如皋市磨头区工委

书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１月，任如皋市委办

公室副主任（原正科级不变）；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９６

年２月，任如皋市委宣传部部长；１９９６年２月～

１９９８年６月，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４月，任中共如皋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兼如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月，任中共如皋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任

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如皋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如皋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缪小华　如皋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１１

月生，江苏如皋人，１９８７年

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８２年

１月，任如皋县交通局工程

队会计；１９８２年１月～

１９８８年４月，任如皋县统

计局农业股副股长（其中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８７年７

月，在南通工业管理干部学院财会专业脱产学习，

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任共

青团如皋县（市）委副书记、书记（其中１９８８年９月～

１９９１年７月，在省委党校外经专业学习，取得大学

学历）；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４月，任如皋市戴庄

乡党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参加江

苏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取得研究生学

历）；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任如皋市柴湾镇

党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任海安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１０

年４月，任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６月，任南通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２０１１年６月始，任

·１９·人　　物



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缪爱诚　如皋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１９６８年１２

月生，江苏海安人，１９９４年

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９０年

８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

系学习，取得大学学历；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９９年１

月，任海安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副科长、科长、主任

助理；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海安县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０２年４月，任海

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２年１月，明确为正科

级）；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在南通市委办公

室（研究室）调研科工作（２００２年７月，明确为正科

级秘书）；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任南通市

委办公室（研究室）调研处处长；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２００４年３月，任南通市委办公室（研究室）综合二

处副处长（正科级）；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任南通市委办公室（研究室）综合二处处长；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２００８年８月，任南通市委办公室（研究

室）督办处处长、副处级秘书；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６

月，任南通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２０１１年６

月始，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成　明　如皋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党委书记

男，汉族，１９６５年５月

生，江苏南通人，１９８５年９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在空军第一航空预

备学校、第１６领航学校学

习；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９９０年７月，任空军航空兵

１４３团领航员、团司令部副连职参谋、正连职参谋；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９９６年１月，任空军航空兵１４３团

副营职领航员、正营职作训参谋；１９９６年１月～

１９９６年９月，任空军航空兵１４３团副参谋长；１９９６

年９月～２０００年２月，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部科

员；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９月，任南通市公安局政

治部人事科副科长；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９月，任

南通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代所长；２００２年９月～

２００３年８月，任南通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所长；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０５年９月，任南通市公安局交巡

警支队副支队长兼车辆管理所所长；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任南通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如皋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人选、市公安局局长人选；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始，

任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

书记。

　　黄文斌　如皋市政协

副主席、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男，汉族，１９７０年１１

月生，江苏如皋人，研究生

学历，法律硕士学位。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４

年４月，任如皋县（市）人民

检察院书记员（１９９１年８

月～１９９４年７月，参加南

京大学法律专业学习，取得大专学历）；１９９４年４

月～１９９７年８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

员；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９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

院控告申诉检察科副科长；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９８年

４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副科

长、检察员（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０００年７月，参加苏州

大学法律专业学习，取得大学学历）；１９９８年４月～

１９９９年８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科副科

长；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院

主诉检察官、审查起诉科副科长；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审

查起诉科副科长；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如

皋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检察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月，任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其中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在苏州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取得法律

硕士学位；２００４年９月，明确为正科级）；２０１１年１月

始，任如皋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２９·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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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冠军　全国老干部

工作先进工作者

１９５８年６月出生，男，

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

干部局局长。

薛冠军在担任市委老

干部局局长十余年期间，始

终坚持全心全意为老干部

服务。他提出“传递老干部

的呼声是第一责任，落实老干部的待遇是第一要

务，力求老干部满意是第一追求”的工作理念，用

“二八定律”（用２０％的精力去完成常规工作任务，

用８０％的精力去实现重点工作创先争优）引领创新

思维，用“八个一点”（学习勤一点、品德高一点、微

笑甜一点、真情浓一点、服务宽一点、工作实一点、

度量大一点、理解多一点）巩固服务意识。他推动建

立和完善离休费保障机制、医药费保障机制和财政

支持机制，力促全市企业离休干部生活待遇各项经

费纳入社会统筹。他建立离休干部医疗费ＩＣ卡即

时结报制度，争取财政资金解决困难乡镇拖欠的离

休金和遗属补助费，建立离休干部遗属补助社会化

发放机制，用三年时间全面落实全市离休干部住房

补贴２４４８万元。他每季度组织一次市四套班子老领

导深入机关、基层调研和在城老干部集中活动，每

年组织一次老干部外出参观考察，为老干部老有所

为搭建平台。他创新提出“１＋４”高龄养护模式，在

各镇（区）建立老干部高龄养护服务站，组建以子女

亲属、单位年轻干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社区医

护人员为主体的孝心、贴心、热心、尽心服务队，“１

＋４”高龄养护模式获２０１０年全省老干部工作创新

创优奖。他在南通市（县、区）率先建立退休干部服

务管理科，建立“五项机制”（组织领导机制、财政支

持机制、服务保障机制、困难帮扶机制、考核评价机

制），先后推出“八个一”（每月一次政治学习、通报

一次发展情况、确保一次登门慰问、安排一次全面

体检、组织一次外出参观、举办一次保健讲座、开展

一次文体活动、表彰一批先进典型）服务管理模式。

他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连续六年被

评为市优秀公务员，多次受市委、市政府嘉奖、记三

等功。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省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市级机关“十佳”公仆之一；２０１１

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

彰为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

（李嘉萍）

　　张仕荣　全省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１９５８年７月出生，男，

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市人口计生委党组书

记、主任。

张仕荣自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调到市人口计生委，他坚

持学习，经常进村入户调

研，撰写的调研文章《关于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实践与思考》被评为中

国科学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创新成果一等奖。

他带领全市计生系统人员强化目标责任意识，创新

工作思路举措，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加强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完善人口计生利益

导向机制四个方面下工夫，不断提高计生工作水平

和服务质量，全市计划生育率、优质服务率和群众

满意率均达９９％以上。他带领全市计生人积极推

进人口计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拓展优质服务

领域，全力打造世代服务品牌，如皋市先后被评为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全国人口健康公

共服务项目示范市。他推进开展人口文化园建设，

实现镇级人口文化园全覆盖。他全力推动全员人

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如皋市全员人口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被评为南通市人口计生工作３０年十件大事

之一。他牵头推进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转型保险

机制，实现全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转型保险全覆

盖，该项目获全省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创新奖，并在

全国计生协会会议上被推介。他促成持证企业退

休职工一次性奖励政策的实施和及时兑现。在他

的带领下，富有特色的“如皋人口计生工作模式”逐

步形成。２０１１年６月，他被省政府表彰为全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王　淼）

·３９·人　　物



　　刘志斌　记二等功

男，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５日

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桃

园镇派出所所长。

他自任现桃园镇派出

所所长后，工作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勇于

创新，不断探索总结出不少

新形势下行之有效的政法

综治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他扎根基层１６年，始

终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放在第一位，把辖区群众的

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准确把握社会治安形势和规律

特点，团结和带领政法干警、综治干部打防并举、标

本兼治，把一个原来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治安较乱、

民风较差的地区变成一个连续六年获南通市社会

治安安全镇、连续五年获法治南通合格镇称号的地

区，当地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逐年上升，多年

保持在９８％以上。桃园镇派出所在他的带领下由

原来一个全市倒数的弱所、差所被打造成一个全市

的强所、先进所。他因此多次受到各级表彰嘉奖，

两次被记个人三等功，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全省国庆６０

周年大庆信访维稳先进个人，２０１０年被省委、省政

府评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

个人。２０１１年５月，被省委、省政府记二等功。

（许　虎）

　　陶建生　全国优秀工

会工作者

１９５８年８月出生，男，

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现任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

司工会常务副主席。

陶建生突出维护、参

与、创新职能，在推进企业

民主管理、促进职工技能水

平提高、增强企业凝聚力和

职工队伍战斗力、促进公司三个文明建设等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针对熔盛重工企业规模大、部门

多、员工多的特点，他成立分工会２０个（其中包括

劳务公司分工会３个）、工会小组１２６７个，实现工

会组织全覆盖。他积极参与推进公司薪酬福利制

度改革，提出进一步完善薪酬福利体系建议。他创

建熔盛重工工会会员互助基金会，参加人数达

５３６８人，缴纳互助基金１２６２６４元，补助１２人，补

助金额３．３万元。他与公司安全环保部联合策划，

从公司最小管理单位———班组管理入手，根据不同

工种设立不同考核方式，强化管理者和员工安全生

产意识；通过熔盛重工厂报、横幅、标语等途径把安

全意识灌输到每个员工心里。在他组织举办的职

工技能比赛中，涌现出一批批工种状元和技术能

手。他组建威风锣鼓队、舞狮队、铜管乐队、合唱

队、舞蹈队、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等多支员

工喜闻乐见的文体队伍，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富

有特色、员工喜爱的活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他

策划新建“职工之家”，面积达８０００余平方米，受到

企业员工欢迎。他组织“新春送温暖”活动，对员工

嘘寒问暖，关心疾苦，两年间走访慰问公司困难员

工３２人，补助１２６５６０元。他注重立典型，树榜样，

员工队伍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累计获各级工

会系统奖励４４人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他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表彰为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

　　汤国华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１９７０年７月出生，男，

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现任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总

经理助理。

汤国华始终将技术创

新放在第一位，刻苦学习

业务知识，研究和分析钢

球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了生产中许多难

题。他尤其注重在钢球加工工艺、工装方面革新

技术，多项技术改进项目获力星钢球公司科技进

步奖、创新奖。他带领力星钢球公司科技攻关小

组研制开发新产品———风能发电专用钢球，攻克

磨削曲线控制与大进给量表面变质层控制技术、

轴承钢金属组织晶粒度细化最新技术两个关键技

术难题，使风力发电专用钢球的抗冲击载荷、耐

摩擦等关键技术指标成功达到风能发电机组要求。

力星风能发电专用钢球经南通市科技局组织的科

技成果鉴定认为，其制造工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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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力星风能发电专用钢球被

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被省科技厅列为高新技术

产品。２０１１年５月，汤国华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马　华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６６年 １２ 月出生，

男，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现任江苏江中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东北分公

司总经理、项目经理。

自１９９４年始，马华领

导江中集团东北分公司从

１００多人起步，发展成为一

支拥有６０００多名员工、年承接工程面积１２０万平

方米、年创产值１０亿元的施工规模队伍，开辟了黑

龙江哈尔滨、大庆市，吉林省长春市，辽宁省沈阳、

大连市，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等国内市场和阿联

酋迪拜等国外市场。他一直奋斗在施工一线，所管

理的项目，获国家级奖７项（其中连续六年获参建

“鲁班奖”），省级优质奖１６项、安全文明奖１３项。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他大胆采用新技术新方法，累

计获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奖１３项。他积

极编制工法，研发国家级工法１项、江苏省省级工法

２项、黑龙江省省级工法２项。他心系社会，汶川地震

和玉树地震发生后，他组织带动６０００余名员工及时

捐款捐物，捐款总额逾１００万元。他多次获得全国工

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称号，并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

高级职业经理人、中国十大青年企业家之一。２０１１

年５月，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马　斌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７１年 １０ 月出生，

男，汉族，无党派，高中学

历。现任江苏神马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斌１９岁外出务工。

２５岁怀揣着梦想，带着外

出务工的全部积累返乡创

业，创办了江苏神马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他带领神马团队，始终坚持走自主创

新的发展道路，先后研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输变电

橡胶件、填补国际空白的电力复合外绝缘产品，彻

底打破国际垄断，并迅速实现全球扩张，使国家核

心电力部件生产不再受制于人，推动重大电力装备

国产化进程，使中国在电力外绝缘领域由落后的追

赶者一跃成为全球领跑者。输变电橡胶件、电力复

合外绝缘产品每年为国家减少成百亿元事故损失，

节约数百亿元工程建设和维护费用，并为国家“十

一五”重大工程———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建设提供了

有力支撑。在他的领导下，神马电力成为省政府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滚动扶持企业之一（全省

仅有两家），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一项目两次获

国家发改委重大国债扶持的企业。２０１１年５月，

他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王飞云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５３年８月出生，男，汉

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

任市邮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飞云担任市邮政局

党委书记、局长十余年，团

结带领市邮政局干部职工

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不断

发展壮大企业。２０１０年市邮

政局经营规模在苏中、苏北县（市）局率先突破亿元

大关，引跑南通邮政，进入全省第一方阵。他发起、

培育的１３７条“爱心邮路”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重

大先进典型。他率先垂范，每逢下基层，都不忘看望

乡邮员帮扶的孤寡老人；特殊天气，他惦记着老人

们的冷暖；传统节日，他下乡和老人们一起欢度节

日，老人们倍感温暖。“爱心邮路”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中华慈善奖，并当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

江苏人物。他应邀在全国和谐社会建设思想政治工

作经验交流会上专题介绍如皋“爱心邮路”。在他的

领导下，市邮政局先后获省文明单位标兵、全国文

明单位、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

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王立中　江苏省劳动模范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出生，男，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

·５９·人　　物



历。现任雪岸镇万富社区

党总支书记。

王立中在农村工作数

十载，时刻把群众冷暖需求

放在心上，群众有事找他，

无论大事小事，难事易事，

都认真细致对待，直到问题

圆满解决。“困难面前找老

王，老王面前没困难”，是群

众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只要群众有需要，他总能第一时间出现，勤勉、务实

的作风赢得村民的高度赞誉。他规划建立的２０公

顷民营工业小区，先后引进落户园区企业１５家；他

着重培育电子元器件生产与现代纺织服饰两大主

导产业，村营收入突破１００万元，实现万富社区

８００多名富余劳力足不出村就业创业。他牵头组

建禽业、兔业、稻米、渔业四个专业合作社，带动

４００多户农户加盟参股创业。在他带动下，万富社

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２００５年的５５６０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年的１．２万元，实现倍增。他筹资２０多万

元，为社区主干道安装路灯８１盏。他注重卫生整

治与环境打造，推动社区建成省级卫生村、生态村。

他牵头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文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在他扎实苦干、统筹发展下，万富社区建成

更高水平小康先行社区。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政

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朱小锋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８２年６月出生，男，

汉族，无党派，初中学历。

现任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

司管制中心质量主管。

２００８年５月，朱小锋

进入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

司，成为一名电焊工。他在

本职岗位上勤奋学习，不断

提升焊接技能，他初始只能焊接Ⅲ级管，很快便能

逐渐胜任焊接Ⅱ级、Ⅰ级管，并熟练地掌握拍片管

焊接。２００９年，他在熔盛重工首届技能大赛上获

二等奖。他刻苦参加公司培训，在２００９年江苏省

船舶焊工技能大赛上获第一名。他在成长为质量

主管后，仍始终奔波在一线，做到第一时间现场发

现、现场解决焊接质量问题，指导员工如何规避缺

陷，管制中心焊接质量稳步上升。２０１１年５月，他

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陈　强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６１年７月出生，男，汉

族，中共党员，船舶海洋工

程博士。现任中国熔盛重工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陈强是国务院特殊津

贴享受者，曾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他在世

界造船业享有卓著声誉，曾

于２０１０年６月被航运行业挪威国际杂志《信风》评

为全球航运行业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列第

４１名（全国仅有四人获此殊荣）。他曾任职于挪威

船级社、美国船级社、德国船级社、英国劳氏船级

社、法国船级社、中国船级社等世界大型船级社技

术委员会，现兼任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及江苏科技大学教

授。在他的掌舵下，熔盛重工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８

日打下第一根桩，短短五年多时间，便创造了世界

造船史上最短建厂周期、最大单笔造船载重吨及订

单金额、最高苏伊士油轮市场份额、最大船坞及龙

门吊等多项世界之最，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造

船企业、江苏省船舶产业联盟盟主单位和南通首家

销售超百亿工业企业，并于２０１０年在香港成功上

市。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范建银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６２年５月出生，男，

汉族，中共党员，中学高级

教师，大学学历。现任江苏

省白蒲高级中学校长。

范建银从教２７年，是

如皋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曾

先后在省、南通市级刊物发

表科研论文１５篇。他主持

全市首个教育部规划立项课题———《“活动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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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农村普通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积极开

展以课堂教学改革为核心的校本研究，形成较为系

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方略，促进教师整体素质和业务

水平的有效提高，推动学校优质特色发展，在省内

外产生广泛影响，白蒲高级中学跻身于全国３００所

特色高中建设项目学校之列。２０１０年，白蒲高级

中学高考本二线上线人数突破１０００人大关，第１１

次获市高中教育质量综合评估一等奖（第一名），并

获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称号。２００８年，他

被评为南通市劳动模范。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政

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施　勇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６６年 １０ 月出生，

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

历。现任如皋市地方税务

局党组书记、局长。

施勇从事税务工作２０

多年，始终秉持“诚信、责

任、进取”的地税核心价值

观。在他的带领下，如皋地

税收入总量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７．５亿元攀升到２０１０年

的３４．９亿元，取得“两年翻一番、位次跃居南通六

县（市）前茅”的新突破。他率领推进的“精管百户”

工程、税源“三化管理”（重点税源管理精细化、一般

税源管理规范化、零散税源管理社会化）改革、“双

基”建设（基础建设和基层建设）、情境培训、“二三

产剥离”、总部经济建设等多项创新项目得到税务

总局，省委、省政府，省、南通市地税局的肯定与推

介，为地方税源经济转型升级作出开创性贡献。他

先后被市委、市政府嘉奖六次、立三等功四次，连续

十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曾获如东县“十大”杰出青

年、南通市“十佳”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省地税系统

优秀税务工作者等称号。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政

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徐　飞　江苏省劳动模范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出生，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

学历。现任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中心主任。

徐飞作为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科研项目负

责人，负责新产品研发及技

术改造等工作。十多年中，

先后开发特种轴承品种

２００多个，规格３０００多个，

可配套０．５～４５吨中外全

系列叉车。其中，高端产品

ＣＰＣＤ１８０ＥＣ、ＣＰＣＤ２５０ＥＣ

型集装箱堆高机轴承填补

国内空白；渐变硬度叉车轴

承项目被列入省火炬计划，

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被认定为省高新技术产品，

获南通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精密回转支承的自催化

镍—镀层防护工艺通过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其专

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在他的主持和参

与下，在全国率先成功研制叉车轴承寿命试验机。

他不断改进企业生产线和流程，先后完成南通市科

技计划项目“基于 ＷＥＢ的特种参数ＣＡＤ／ＣＡＰＰ

系统”、“扩大滑轮用密布滚子轴承生产线改造项

目”改造，为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迅速崛起成为

行业标兵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２０１０年，万达

特种轴承有限公司成功申报省高新技术企业，完成

新产品项目研发１４个，其中重载叉车专用双列圆

柱滚子轴承项目获市科技创新奖。他曾受国家行

业标准委员会委托，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械行业标准ＪＢ!Ｔ７３６０－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５月，

他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董绍敬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５４年 １１ 月出生，

男，汉族，中共党员，初中学

历。现任江苏力星钢球有

限公司销售科科长。

董绍敬从事销售工作

２０多年。在担任销售员期

间，他虚心向老销售人员学

习，不断钻研销售业务。担

任部门领导后，他不断培养新人，做好传、帮、带。

他长年出差在外，多年如一日，几乎牺牲一切休息

时间，克服家庭困难，忘我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

失，处处为集体着想。他制订内部销售工作管理制

度和考核细则，严抓营销队伍建设，明确责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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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针对竞争激烈的市场，他定期召开营销分析

会、座谈会，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改善和提高服务质

量，满足用户需要，掌握市场主动权，牢牢控制市场

制高点。他在国内市场先后采取“抓大放小”、“抓

精去粗”、“保重点用户”销售策略，力求满足国外销

售客户需要，保证产品出口。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

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阚德华　江苏省劳动

模范

１９７３年 １０ 月出生，

男，汉族，无党派，大专学

历。现任江苏昌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品质部部长。

阚德华带领昌癉集团

新品部试制团队一步一个

脚印，实施尖端产品ＣＳ１０２

胶印机研制。每当遇到问

题时，他冲在一线，带领团队将问题逐层分解，抓住

关键点，找到源头，力求将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中，

新产品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最终取得试制成功。

ＣＳ１０２胶印机成功研制，使昌癉产品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昌癉公司一跃成为全国印刷机行业前三强。

２０１０年，他率领ＣＳ１３０项目团队取得ＣＳ１３０胶印

机试制成功，填补了国内高端全张机空白，新产品

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正式向市场推出。他始终牢记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毫无

保留地言传身教，为昌癉集团培养大量技术精湛、

认真负责的人才。他曾获得南通市劳动模范等称

号。２０１１年５月，他被省政府评为省劳动模范。

（应　晶）

　　李建华　和平使者

１９６３年 １２ 月出生，

男，汉族，雪岸镇人，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现任江苏昌

盛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无锡分公司经理，无

锡总商会如皋商会副会长，

香港经济管理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国际专家学者

联谊会理事，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会员。

李建华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工作２０多年，

具备较高的技术业务水平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先后参加上海、苏州、镇江、无锡等市重点工程建

设，撰写的《深基坑支护技术》、《自爬升脚手架设计

与施工》等论文发表于《上海建筑科技》等杂志，并

获省、南通市建筑学会优秀论文二、三等奖项。在

无锡市，他带领团队完成施工面积２００多万平方

米，实现年施工产值达５亿多元，先后获省、市文明

工地２０余项、优质工程奖１０多项，在各地树立建

筑铁军良好形象。他致富不忘家乡，多次资助家乡

道路建设，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他曾获全国

劳动模范等称号。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被世界和平

发展论坛暨中美企业高端峰会授予和平使者称号，

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主席诺尔·布朗为其颁发了“和

平使者”证书。

市市市（（（厅厅厅）））级级级荣荣荣誉誉誉获获获得得得者者者

２０１１ 年 获 市 （厅 ）级 奖 励 名 录
　表２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张　勇 南通市先进工作者 市财政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王维祥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谢永华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吴敬民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刘国林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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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刘培林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倪　兵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张加琴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张智娟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邱　俊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陈建国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薛文跃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张建明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郭桂忠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陶　进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孙　燕 南通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纪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刘兴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黄晓勤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江安派出所 南通市委、市政府

周　涛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度法制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许丽华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南通市委、市政府

杨海燕 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市公安局经文保大队 南通市政府

冯昌泉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市人口计生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刘志山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市人口计生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沙海燕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市人口计生委 南通市委、市政府

季　康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市计生协会 南通市委、市政府

曹　俊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 市计生指导站 南通市委、市政府

柳康军 南通市优秀乡镇安全监督员 吴窑镇安监所 南通市委、市政府

张志年 南通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市信访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郝　玮 “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市法院 南通市委、市政府

孙福康 南通市“五五”普法先进个人 市法院 南通市委、市政府

许映兰 南通市对台经济工作先进个人 市台办 南通市委、市政府

顾留忠 南通市对台经济工作先进个人 长江镇（如皋港区） 南通市委、市政府

喻耀辉 南通市对台经济工作先进个人 市行政服务中心 南通市委、市政府

薛文跃 南通市市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市住建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章　程 南通市先进工作者 市住建局 南通市政府

李向东 省“十一五”农村改厕工作先进个人 市卫生局 省爱卫会

戴丽娟 省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 市人民医院 省卫生厅

林　锋 “十一五”期间省墙材革新工作先进个人 市住建局 省经信委

吴　华 南通市“十一五”期间食品安全先进个人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南通市政府

刘正华 南通市“十一五”期间食品安全先进个人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南通市政府

戴伍星 南通市“十一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先进个人 市工商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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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２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宋文章 南通市“五五”普法先进工作者 市工商局 南通市委、市政府

袁明生 南通市春运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市运输管理处 南通市政府

田祥云 省“五五”普法先进个人 市交通运输局
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法
宣办

黄晓贵 省交通运输法制先进工作者 市交通运输局 省交通运输厅

彭卫兵 省民政工作先进个人 市民政局 省民政厅

祁功名 省民政工作先进个人 市民政局 省民政厅

谢仁建 省“十佳”经济卫士 市工商局 省工商局

冒云岭 省农资监管工作先进个人 市工商局 省工商局

李同生 省“消费投诉”调解能手 市工商局 省消费者协会

钱燕京 省信访系统先进工作者 市信访局 省人社厅、省信访局

张本友 省信访系统优秀办信员 市信访局 省信访局

姚　晖 省档案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市档案局 省档案局

吴红梅 省优秀信息员 市档案局 省档案局

缪广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如城镇关工委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

陈国荣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白蒲镇关工委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

钱祖德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磨头镇关工委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

陈　平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长江镇关工委 省关工委、省文明办

杨云清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市统计局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梅广林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市统计局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谢晓飞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市统计局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汤德才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薛国平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孙祥如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冒建林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张铁军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徐　华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许海泉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丁堰镇 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秦　军 省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先进个人 市财政局 省财政厅

王宏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省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 市财政局 省财政厅

陈　霞 首都劳动奖章 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总工会

陆建军 省技术能手 市供电公司 省人社厅

杨国斌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科协 省科协

冒高翔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财政局 省科协

张建华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地税局 省科协

蔡建兰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科技局 省科协

刘建华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软件园 省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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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３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刘建胡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如皋经济开发区 省科协

刘蓓月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如城镇 省科协

洪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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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锡元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高明镇 省科协

吴　烨 省第二届优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省政府法制办

周学兵 省医疗保险“千千万万”行动先进个人 市医疗保险管理处 省人社厅

冒红薇 省新农保经办管理服务个人示范岗 市农村养老保险管理处 省人社厅

阮铁均 省“十佳”仲裁员 市人社局
省人社厅、省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刘建明 省优秀工会工作者 市总工会 江苏省总工会

杨　敏 省优秀工会工作者 南通泰幕士有限公司 江苏省总工会

彭　斌 南通市劳模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杨　莲 南通市劳模 如皋光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李贞君 南通市劳模 江苏昌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夏素琴 南通市劳模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郭书鹤 南通市劳模 江苏金莱雅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韩燕飞 南通市劳模 双钱集团（如皋）轮胎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奚守华 南通市劳模 南通汽运集团如皋分公司 南通市政府

黄晓琴 南通市劳模 市文广传媒集团 南通市政府

陆彩虹 南通市劳模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南通市政府

王　静 南通市劳模 电信如皋分公司 南通市政府

石太林 南通市劳模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刘伯健 南通市劳模 市环境监测站 南通市政府

张永飚 南通市劳模 市技工学校 南通市政府

沈世红 南通市劳模 如皋中学 南通市政府

严　军 南通市劳模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南通市政府

章　程 南通市劳模 市园林管理处 南通市政府

陈建华 南通市劳模 市中医院 南通市政府

丁先华 南通市劳模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张奎宏 南通市劳模 南通泰尔特服装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汪农生 南通市劳模 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颜建国 南通市劳模 省电力公司如皋市供电公司 南通市政府

秦正国 南通市劳模 白蒲镇蒲西社区居委会 南通市政府

周久海 南通市劳模 高明镇周庄社区居委会 南通市政府

张小春 南通市劳模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顾兴莲 南通市劳模 南通恒绮纺织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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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４

姓　名 荣　誉　名　称 工　作　单　位 表　彰　单　位

沈卫国 南通市劳模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陈　健 南通市劳模 南通赛天蓬牧业有限公司 南通市政府

田建林 南通市劳模 如城镇永华苗圃 南通市政府

张　勇 南通市劳模 市财政局 南通市政府

许　俊 南通市劳模 市卫生局 南通市政府

蒋楠隽 南通市劳模 南通如皋海事处 南通市政府

夏琪斌 南通市劳模 市检察院 南通市政府

杨海燕 南通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如皋港区安监局 南通市政府

施国华 省重点流域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委 省农业委员会

陈　林 省农资监管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省农业委员会

丁　峰 省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丁　旭 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先进个人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季玲玲 省农业科普宣传工作标兵 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席日峰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卢应红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严 谨 省科普宣传先进个人 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 省农业委员会

高国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省绿色江苏建设先进个人 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省林业局

左春霞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省绿色江苏建设先进个人 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省林业局

左春霞 省森防工作先进个人 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省林业局

陈建华 省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工作先进个人 如皋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省林业局

黄安宏 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个人 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省林业局

汤小勤 省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先进个人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省农业委员会

周春炎 省动物疫病监测及信息报送先进个人 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省农业委员会

刘松海 省海洋与渔业科技先进工作者 市水产技术指导站 省海洋与渔业局

杨宝平 省种子质量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市种子管理站 省农业委员会

李向东 省“十一五”农村改厕工作先进个人 如皋市卫生局 省爱卫会

戴丽娟 省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 市人民医院 省卫生厅

杜松华 一等功 市公安局 公安厅

陈卫东 二等功 市公安局 省公安厅

范存泽
省公安机关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
死亡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市公安局 省公安厅

郭锦标 省监管场所信息化应用岗位能手 市看守所 省公安厅

徐　祥 省“二十佳”巡防民警之星并记个人三等功 市公安局巡防大队 省公安厅

朱敏建 优秀共产党员 市公安局柴湾派出所 省公安厅

瞿志宽 车辆管理执法示范岗位 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袁桥中队 省公安厅

郭峻青 消防监督检查执法示范岗位 市公安局消防大队 省公安厅

夏春红 省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 市公安局 省审计厅

·２０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