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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温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文件 

 

 

 

温直委〔2016〕56 号 

★ 
 

 

中共温州市直机关工委  

关于表彰 2014-2015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 

决      定  

 

市直属各单位党组织： 

2014年以来，市直机关(单位)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

员和党务工作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加

强党的建设、推进“三大转型”、打造“三个城市”中取得

显著成绩，涌现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

进基层党组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鼓励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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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典型，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

决定对郑加锚等 154 名优秀共产党员、徐一波等 49 名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温州市纪委第四党支部等 46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予以通报表彰（名单附后）。同时授予温州市纪委第四党支

部等 30个党支部第三批“五星”党支部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

为榜样，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

建设，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提振精气神，展示新作为，为打造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标杆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温州市直单位 2014-201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中共温州市直机关工委 

2016 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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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直单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一、优秀共产党员（共 154名） 

郑加锚   温州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书记、综合一处处长 

徐蔚民   温州市委办公室人事处处长 

朱淑慧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农资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高振班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办公室主任 

王  坚   温州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李  智   温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三党支部宣传委员、口岸与海防管理

处副处长 

陈建丰   温州市政协提案委办公室主任 

林  坚   温州市纪委第二纪检室科员 

王  旭   温州市法院办公室党支部组织委员、机要秘书 

金祝人   温州市检察院第七党支部组织委员、反渎职侵权局正科级 

检察员 

王  霸   温州市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党务干部、正科级检察员 

郭冠汝   温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主任科员 

温端荣   温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李海峰   温州市委宣传部网宣处副主任科员 

周立群   温州市世界温州人联谊办公室党支部纪检委员、副主任 

吴小琴   温州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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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銮   温州市委防范处理邪教办党支部宣传委员、宣教处副处长 

廖怡怡   温州市委农办（温州市农业局）机关第三党支部宣传委员、

市农业机械管理处科员 

杨飞萍   温州市农产品检验测试中心干部 

朱永明   温州市委农办（温州市农业局）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社

会发展处处长 

郑海新   温州市台办党支部宣传纪检委员、宣传处处长 

章世模   温州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张  培   温州市直机关工委案审综合室科员 

吴剑锋   温州市委老干部局办公室副主任 

郑智成   温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第三党支部组织纪检委员 

黄春麟   温州市信访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办信处主任科员 

林  健   温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发展处处长 

谢晓云   温州市发改委（物价局）监督检查分局副局长 

陈  博   温州市经信委经济运行综合处副处长 

姚芃芃   温州市经信委机关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技装处副主任科员 

许品和   温州市教育局机关第四党支部宣传委员、民办教育处干部 

马元福   温州市电化教育馆期刊副主任、办公室秘书 

张新强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王丹旭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师 

魏晓琼   温州护士学校校办主任 

杨峰虎   温州市第九中学党总支委员、教务处主任 

任大斌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政教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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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兰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教师 

陈忠河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党委纪检委员、副校长 

李  剑   温州市第二中学理科党支部委员、教务处主任兼工会主席 

林成堂   温州市教育局机关第二党支部宣传委员、高等教育处干部 

潘怡红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 

胡中坚   温州市科技局机关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科技合作处副处长 

程  式   温州市公安局情报信息支队支队长 

陈伟政   温州市公安局三垟强制隔离戒毒所 

何王伟   温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 

耿  剑   温州市公安局警卫处勤务一科副科长 

蒋云磊   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一中队民警 

董海晓   温州市公安局拘留所综合室副主任 

朱邦新   温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民警 

郑绍新   温州市公安局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副科长级干事 

沈德章   温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综合大队民警 

包  珏   温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情报信息大队副教导员 

麻煜臻   温州市殡仪馆党支部书记、主任 

杨葛凡   温州市困难群众帮扶服务中心主任 

王晓贞   温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党总支书记、所长 

林思可   温州市司法局第二党支部书记、法律援助工作处（行政审

批处）处长 

杨贤光   温州市黄龙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大队副主任科员 

曹德达   温州市财政（地税）局第十四党支部宣传纪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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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朱思威   温州市财政（地税）局第四党支部宣传委员、行政政法处

副主任科员 

朱建新   温州市财政（地税）局龙湾税务分局管理二科副科长 

虞安平   温州市财政（地税）局人事教育处副主任科员 

徐乃疆   温州市人力社保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机关工会主席 

王  燕   温州市人力社保局机关纪委副书记、规划财务处副处长 

潘海翔   温州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登记管理科科长 

周明浪   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副科长 

黄乐瑶   温州市规划局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文秘 

莫光辉   温州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吴  浩   温州市住建委机关党委委员、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宣教

处处长  

朱晓红   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鹿城管理部科员 

王  平   温州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市政管理处路灯所职工 

肖  迪   温州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科员 

叶继盛   温州市景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管理一所所长 

钱  力   温州市园林绿化养护大队杨府山公园管理所所长 

张婷婷   温州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行政审批与建设

处副主任科员 

朱进岳   温州市港航管理局第七党支部组织委员、执法二大队副大队长 

林天干   温州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马术华   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稽查二大队党支部宣传纪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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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主任 

陈木永   温州市水利局规划计划处处长 

王  榕   温州市文广新局文化遗产处处长 

缪心军   温州市中心医院门急诊党支部书记、院长助理、急诊科主任 

阮棉钦   温州市卫计委组织人事处处长 

吴治鹏   温州市卫计委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正科长级监察专员 

严玲薇   温州市中心医院门急诊党支部纪检委员、ICU 护士长、主

任护师 

吕振业   温州市人民医院外一党支部委员 

许  兵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治中医师、第四团支部书记 

倪剑武   温州市中医院麻醉科副主任 

黄荣华   温州市戒毒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吴  洁   温州市卫生监督所环境卫生科科长 

徐静谊   温州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副主任医师 

陈  靖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党办主任 

杨子江   温州市审计局第三党支部组织委员、副主任科员 

林庆斌   温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党总支第二支部书记、应急大

队大队长 

张飞杰   温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党总支第三支部组织委员、稽

查科副科长 

叶  盛   温州市环保局机关第五党支部书记、珊溪分局局长 

杨文军   温州体育中心党支部宣传委员、体育馆馆长 

陈旭志   温州市统计局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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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周铭   温州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副主任科员 

杨亚萍   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党支部宣传委员、综合科副科长 

林淑乐   温州市粮食局购销调控处副处长 

应海桐   温州市法制办复议应诉处处长 

潘定武   温州市安监局机关第三党支部宣传委员、矿危处副处长 

李  飞   温州市人防（民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管理八级职员 

吴  建   温州市市场监管局老干部党总支书记 

颜厥杨   温州市市场监管局直属管理分局直属市场所党支部组织委

员、所长 

杨  超   温州市机关后勤发展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黄光凯   温州市国资委机关纪委委员、机关第四党支部宣传委员、

政策法规处（综合管理处）副处长 

章方威   温州市审管办（公共资源管委办）第六党支部书记、市安

监局行政审批处处长 

朱翔鹏   温州市审管办（公共资源管委办）第九党支部书记、温州

市水利局行政审批处处长 

徐  勤   温州市审管办（公共资源管委办）机关党委委员、市行政

审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陈丽婵   温州市招商局（经合办）机关党支部纪检委员、招商服务

督查处副处长、主任科员 

项康明   温州生态园管委会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范  春   温州市供销社办公室主任 

郑志聪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援疆教师、拜城县教育局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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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巧麟    温州市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办公室任党支部书记、主任 

曾海芬    温州市妇联党总支委员、温州市家庭暴力投诉中心主任 

陈海燕    温州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部副主任 

胡育淼    温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处处长 

孙建国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机关党委委员、报刊印务处党支部书记 

姜巽林    温州日报时政新闻部记者 

范  晨    温州晚报时政新闻中心主任助理、温州晚报采编第一党支

部组宣委员、温州晚报团总支书记 

尚随印    温州广电传媒集团都市生活频道记者 

张福弟    温州广电传媒集团网络中心第一营业部主任、第五党支部书记 

王  玮    温州市国家安全局办公室副主任 

徐芸芸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人事教育处科员 

王正钱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综合管理科科长 

陈  展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支队科员 

杨志敏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市场党支部书记、业务管理部主任 

林  楠    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鳌江办事处主任科员 

吴晓阳    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电器实验室主任 

白  龙    温州海事局科员  

周德约    温州海事局飞云江海事处党总支组织委员、副处长（正科级） 

何孙苗    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综合与法规处副处长  

王忠东    温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主任科员 

李  冰    中国船级社温州办事处党支部委员、行政管理人员 

竺国大    温州航标处航标管理科基建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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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仲泉    温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经理） 

陈  博    温州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宣传委员、办公室科员  

叶会洲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党委机关第一党支部委

员、党建工作部（监察室）副主任科员 

郑九洲     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前端三党支部委员、客户服务部副经理 

孙鸿燕     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网建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周  君    中国移动温州分公司市场部党支部青年委员、终端专员 

苏林琴    中国移动温州分公司网络部资源室主管 

柳  晨    温州联通平阳分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行业总监 

张婵娟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人力资源部

业务主管 

金  泉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部第二党支部组织

委员、技术科科长 

刘  亮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吴奇之     中石化温州分公司状元油库副主任 

连早国     中石化温州分公司飞云油库机修组长 

林成玉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行政党支部书记、办公室副主任 

管鸿才     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第三党支部书记、继续与远程教

育中心主任、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李小勇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清江

基地副主任 

黄  建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第二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 

李  青     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综合办公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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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党务工作者（共 49 名） 

徐一波  温州市委办公室第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要局副局长 

徐克谊  温州市中级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涂凌芳 温州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党支部组织委员、审判员 

方  晗   温州市检察院第九党支部书记、组织人事处处长 

郑  翔 温州市委组织部调研室党支部副书记、调研室副主任、主

任科员 

曾翰清 温州市委统战部党支部书记、经济处处长 

郑益旺 温州市委农办（温州市农业局）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

支队长 

朱  瑚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党委党务干部、办公室副主任 

叶丽果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党总支党务干部、办公室主任 

叶其蕾 温州市教育基建中心党支部组织委员、办公室副主任 

陆炳荣 温州市教育考试院党支部党务干部、中考学考科副科长 

肖  敏   温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受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受理中

心主任 

戴一凡   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中队长 

伍  表 温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党支部委员、副主任 

夏焕然   温州市殡仪馆暨民政实业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经理助理 

沈显文 温州市财政（地税）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  政 温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托管联合党支部书记、办公室

副主任 

吴文忠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人事处长 



 12 

季亚斐 温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黄立威   温州市规划局瓯海分局党总支书记、局长 

宋晓军   温州市住建委机关党委委员、温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党支

部书记、副主任 

周毓雷 温州市住建委机关纪委委员、温州市建校党支部书记、副 校长 

朱守新   温州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周建华   温州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胡志平   温州市公路管理局公路路政管理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党支部

副书记、副大队长 

胡海荣   温州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 

吴玉华   温州市文广新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施玉凤   温州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副馆长 

黄爱林   温州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潘  智   温州市中心血站党政办副主任 

金晓飞   温州市疾控中心党办主任、第二党支部宣传委员 

林  泉   温州市审计局第四党支部宣传委员、副主任科员 

杨佳佳   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机关党委宣传委员、专职党务干部 

夏海敏   温州市安监局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柯圆圆   温州市金融办机关党总支宣传委员、第二党支部书记、发

展处处长 

马元军   温州市国资委机关党委组织委员、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

组织人事处副处长 

应李竹   温州生态园管委会机关党委专职干部、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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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骋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郑风华   温州市妇联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妇儿办副主任 

厉华雷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报刊印务处党支部副书记、主任 

陈亦全   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新闻综合频道第一党支部书记、温

州广电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副总监 

黄  强   温州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党支部书记 

陈劼芙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机关党办副主任 

张  海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承压党支部书

记、承压二所所长 

金征远   温州航标处瑞安航标站党支部副书记、副站长 

杜鹏翔   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前端二党支部书记、通信与信息集成

部经理 

毛式全   中国移动瑞安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林  密   温州联通第五党支部组织委员 

陈瑞斌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萧江收费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三、先进基层党组织（共 46 个） 

温州市纪委第四党支部 

温州市中级法院办公室党支部 

温州市检察院机关第九党支部 

温州市委统战部机关党支部 

温州市农业机械管理处党支部 

温州市台办党支部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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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党总支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党总支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党委 

温州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公安局纪检监察党支部 

温州市民政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财政地税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党支部  

温州市国土资源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温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总支 

温州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党支部 

温州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公路管理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水文站党支部 

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中心医院门急诊党支部 

温州市人民医院行政党支部 

温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党总支 

温州市林业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温州市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救助信息中心党支部  

温州市安监局机关党总支 

温州市金融办机关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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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审管办（公共资源管委办）第六党支部 

温州生态园管委会大罗山办党支部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机关党委 

温州市妇联机关党支部 

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新闻综合频道第一党支部 

温州市国家安全局第九党支部 

温州市国家税务局机关党委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行政党支部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行政党支部 

温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党支部 

温州航标处瑞安航标站党支部 

中国移动鹿城分公司党支部 

温州联通公司第五党支部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第二党支部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公司萧江收费所党支部 

中石化温州分公司本级零售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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