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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拟推荐对象 

（36 名，含备选对象） 

 

李缘缘(女) 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与行政审判庭联

合党支部书记、民事审判三庭庭长、一级法官 

庄莹莹(女) 思明区开元街道深田社区党委书记 

娄勇建 湖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许可科科长 

姚天妹(女) 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厝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 

陈清洲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二级高级警长 

周丽琴(女) 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党委委员 

高泉阳 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 

陈鸿兴 翔安区司法局三级调研员、区建设与交通局副

局长（挂职） 

黄  威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钱永昌 厦门外国语学校办公室主任 

郭明华 厦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叶春和 湖里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退休） 

王建华(女) 厦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藏昌都市

左贡县厦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俊彬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监管二局二级主

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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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春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城供分

公司抢修突击队队长、国网福建电力铁军（厦

门特区-李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 

黄  山 厦门市建设局工程建设管理处处长 

陈志雄 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常务副

总经理 

周建仁 海沧区新阳消防救援站站长 

黄  英(女) 思明区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党委书记 

洪志欣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治安大队行动队中队长 

秦相忠 集美区灌口镇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月珍(女) 海沧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主席、慢性病防

治科科长 

洪金星 同安区水洋小学教师 

洪景才 翔安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副主任 

黄智斌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第一党支部书

记、搜救教员机长 

洪建军 厦门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语委办主任） 

李  贺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总队飞行五大队一中队

副中队长 

谢家华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

席、生产部高级总监 

梁景瑚 厦门市教育局体卫处原处长（退休） 

于洪波 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

程师 

涂丛慧(女) 清华海峡研究院创新人才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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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东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福建办事处党支部

书记、主任 

赖晓玲(女) 福建省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人事科科长 

李艳玲(女) 厦门市商务局审批处处长 

马  俊 湖里区马垅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长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推荐对象 
（42 名，含备选对象） 

 
戴建宏 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 

卢琼莹(女) 思明区嘉莲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

妇联副主席 

聂保太 湖里区金山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陈国汉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 

张志华(女) 集美区卫生健康局非公党建工作指导员 

曾  祺(女) 集美区杏滨街道康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杨五一 厦门市海沧市政建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 

朱立水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

经理 

陈水让 同安区大同街道田洋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沈丽英(女) 同安区委党校机关党支部委员、科研室主任 

陈树林 翔安区新圩镇马塘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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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跃 翔安区文化与旅游局党支部委员、区风景旅游

事务中心副主任、区定点隔离酒店工作专班总

负责人 

张丰富 厦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四党支部副书记、第

四大队教导员 

牛建军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 

孙东耀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刘奎太 厦门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党支部副书记、

副主任 

王  莹(女) 厦门软件园联合党委书记、厦门信息集团有限

公司党群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法律

事务部总经理 

洪爱萍(女) 同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离退休干部工委书记、

老干部局局长 

叶厚飞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党

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厦门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苏启坚 厦门佰翔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谢军生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林定丰 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委副书记、

党建工作部部长 

胡  滨 厦门安居集团党群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

长 

王  杰 厦门市商务局机关第二党支部委员、组织人事

处四级调研员 

柯锦城 思明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 

林小兰(女) 思明区梧村街道文灶社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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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强 湖里区殿前街道高殿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义

务消防队党支部书记 

迟建伟 厦门第十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张海霞(女) 海沧区新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马铭义 厦门同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建部经理、

同安区汀溪镇顶村村党总支副书记（挂职） 

林华荣 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党委书记 

叶瑞年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

纪委书记 

许志龙 集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机械设计与制造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陈淑真(女) 厦门市快速公交运营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

事长、工会主席 

申  强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裁 

宁建花(女)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离退休党总支书

记 

吴克红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

记、工会主席 

郭调省 厦门市海沧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 

郭孝文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第五党支部书

记、轻客事业部采购处经理 

杨朝晖 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站党支部委员、定额管理

科工程师 

吕孙炳 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党总支委员、第二党

支部书记、会议事务部副主任 

周  强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组织教育处一级助

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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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推荐对象 
（60 个，含备选对象） 

 
中共思明区开元街道深田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委组织部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城市管理局机动行政执法三中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联永亨集团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殿前街道工作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禾山街道禾盛社区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江头街道蔡塘社区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美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委办公室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嵩屿街道海发社区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同安区税务局机关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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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安区祥平街道凤祥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店街道大宅社区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马巷街道五美社区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翔安区税务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财政局预算处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保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国宇门诊部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退休临床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创新院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万舜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地铁办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建设局机关第八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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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国烟草福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委员会 

中共厦门第二实验小学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梧侣学校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内厝青年创业促进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工商旅游学校行政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客运营销委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律师行业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机关第二离退休干部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第九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委员会 

中共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商务局直属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浮屿消防救援站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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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拟推荐对象 
（120 名，含备选对象） 

 

郭祖红 思明区城市管理局督查科科长 

黄坚定 厦门市群惠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雷树民 思明区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书记、局长 

吴志娇(女) 思明区嘉莲街道龙山社区党委书记 

陈素珍(女) 福建省蓝天救援总队队长、厦门蓝天救援队队

长 

蔡建仁 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机关第四党支部委员，

刑侦大队案审科科长、一级警长 

魏  剑 厦门远思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

理 

李楚平(女) 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

注册管理科（审批科）科长 

叶瑞祺 思明区筼筜街道办事处经济服务办副主任、滨

北超级总部基地建设指挥部干部（挂职） 

张惠霞(女) 思明区鹭江街道厦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李晨婧(女) 思明区莲前街道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张丽娜(女) 思明区滨海街道上李社区党委书记 

毛月华(女) 思明区开元街道希望社区党委书记 

林德才 湖里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书记，区民政局副局

长 

郑荣跃 湖里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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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涛 湖里区发展和改革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局长  

曾朝军 湖里区商务局二级调研员 

洪海阳 湖里区湖里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职员 

郑灵巧(女) 湖里区殿前街道兴隆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 

陈思潮 湖里区禾山街道岭下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 

陈惠萍(女) 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 

曹  星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三级警

长 

杨丽真(女) 厦门知本家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行政人

事总监 

秦相忠 集美区灌口镇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吴斌斌(女) 集美区杏林街道园博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 

黎方雪 集美区建设与交通局二级主任科员 

郭春民 集美区后溪镇前进村党委委员 

杜守恩 集美区杏滨街道马銮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李国强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情报中心三级高

级警长 

王忠祥 集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侨英中队副中

队长 

郭圻奋 集美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陈心怡(女) 海沧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信访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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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谦 海沧区城市管理局市容中队党支部委员、中队

长 

刘巧妙(女) 海沧区海沧街道温厝社区党委委员、山后网格

党支部书记 

肖小春 海沧区新阳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一农社

区党委第一书记（挂职） 

蒋昌瑞 海沧区东孚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农村科科

长 

陈元章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郑泉海 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交警大队党支部委员、

副大队长 

颜丽珍(女) 海沧区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洪金星 同安区水洋小学教师 

陈辉民 厦门市第三医院党委委员、ICU主任医师 

郑海英(女) 同安区招商中心主任 

王英瑞 同安区广播电视台党支部书记、台长、主任编

辑 

郭友民 同安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退休） 

陈镕钦 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重案中

队中队长 

纪炜坤 同安城建管护有限公司环卫资源部经理 

许明东 同安道路管理公司经理 

王跃武 翔安区马巷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杨金坂 翔安区内厝镇霞美村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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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希呆 翔安区新圩镇后埔村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洪景才 翔安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副主任 

戴爱珍(女) 翔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未检组组长、一

级检察官 

陈良州 厦门市新店中学体育教师 

刘启琳 厦门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生 

江  龙 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新店派出所警务队队

长 

黄  威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唐国胜 厦门海事局船舶交管中心副主任 

林晋芳 厦门市政协机关党委委员、办公厅人秘处三级

主任科员 

杨坤宇 厦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厦门海关口岸门

诊部）医学检验部主任 

吴乾松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弋康杰 厦门市救助站成年人救助一科科长 

陈雯雅(女) 厦门市妇联宣传部（发展联络部）部长、滨北

超级总部基地建设指挥部干部（挂职） 

谢思博 厦门市委办公厅市委督查室主任 

罗跃雄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

员会一级调研员、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

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魏陈展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一大队副大队

长 



 

 13 

邹书猛 厦门市信访局接访处副处长 

洪建军 厦门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语委办主任） 

兰  宁(畲族)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疾病科行政主

任 

谢凯灵(女)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陈莎茵(女)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书记、校长 

蔡文智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师  强 厦门市委交通运输工委委员，厦门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厦门市地铁办副主任（挂

职） 

林琪表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厦门航标处海

巡 1630轮水手长 

吴鹭华(女) 厦门市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再新 厦门市公路桥隧维护与应急中心应急抢险物

资科科长 

陈金顶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同安区寄递事

业部运营监控部经理 

曾建宝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工会主席、总裁特别助理 

金小刚 厦门易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CEO 

李春艳(女) 湖里区社会组织服务园党总支书记，湖里区博

爱社工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干事 

邹品柱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宁建花(女)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离退休党总支

书记 

李  勇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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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 

张建斌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

记、总经理 

吕荣典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农产品

集团总经理，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党支部委

员、总经理 

吴岩松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集

装箱码头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江培舟 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

记、副总经理 

涂丛慧(女) 清华海峡研究院（厦门） 创新人才部主任 

刘国栋 厦门市粮油质量监测站高级工程师 

朱  东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福建办事处党支

部书记、主任 

吴旻昊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调控

中心地区电网调控班副班长 

邓兴旺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制造中心

副总经理兼综合部经理 

章燕宝(女) 厦门市信息中心标准规划部职员 

曹拥军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风电场支部书

记、场长 

赖晓玲(女) 福建省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人事科科长 

林  敬 厦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心(厦门市社会保障

性住房建设中心)房建市政工程科科员 

陈志雄 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常务副

总经理 

王  杰 厦门市商务局组织人事处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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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俊 湖里区马垅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长 

姜志清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 

赵京岩(女) 思明区梧村街道金祥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 

杨坤杰(女) 思明区鼓浪屿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喻敏波 湖里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工程师 

张礼妍(女) 集美区侨英街道叶厝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 

王永轩 海沧区嵩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炎烽 同安区水利建设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 

吴爱明 翔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二级主任科员 

许聪艺 厦门市竞技体育发展中心射击队教练员 

郑婉红(女)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四级高级法官 

王菁菁(女) 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医药机构

费用结算科（医疗救助科）科长 

何建章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洪兆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保卫科科长 

陈  骏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级法官助理、厦门市高

（快）速通道建设指挥部保障处副处长（挂职） 

揭金德 厦门翔邦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行

政部经理 

吕柏荣 厦门古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大客户部经理助理 

黄彩霞(女) 厦门市发展研究中心党支部委员、科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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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建军 厦门市节能中心监察员 

陈前柏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

公司马来西亚 IOI城市广场项目党支部委员、

项目副经理 

吕孙炳 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党总支组织委员、第

二支部书记、会议事务部副主任 

胡  军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二级消防

长 

 

 

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拟推荐对象 
（121 名，含备选对象） 

 
肖毅蓉(女) 思明区鹭江街道小学社区党委书记 

唐  琦(女) 思明区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党务干部 

吕雪玲(女) 思明区嘉莲街道华福社区党委书记 

林殷琼(女)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 

白  琤(女) 思明区梧村街道金榜山社区党委书记 

郭美霞(女) 思明区莲前街道瑞景社区党委书记 

陈丽丽(女) 厦门市捷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公

司副总裁、工会主席 

王婉琦(女) 思明区鼓浪屿街道机关党支部委员、综合服务

中心党建服务科科长 

张丹晖(女) 思明区滨海街道演武社区党总支书记 

杜  蕾(女) 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党政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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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月清(女) 思明区筼筜街道莲岳社区党委书记 

林  鹭(女) 厦门市第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朱隽娴(女) 厦门市全和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办职员 

殷  颖(女) 湖里区湖里街道党建办负责人、综合服务中心

副主任 

汪红星 湖里区殿前街道非公党委副书记、综合服务中

心副主任 

萧娜芬(女) 湖里区江头街道江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肖德球 湖里区江头街道园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 

贾  丽(女) 湖里区禾山街道禾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叶  鑫(女) 湖里区金山街道非公党建指导员 

陈辉华 湖里区应急管理局机关党支部委员、安全生产

执法大队四级主任科员 

杨单女(女)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党总支部委员、副校长 

陈新生 厦门市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

副书记 

薛顺亮(女) 湖里区禾山街道机关党总支副书记、非公党委

副书记、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迟建伟 厦门第十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王乐凉(女) 集美区集美街道办事处党政办主任 

黄志伟 集美区灌口镇安仁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 

林少玲(女) 集美区侨英街道滨水社区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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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琳颖(女) 集美区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委员、医疗卫生

和中医药管理科科长 

彭献龙 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总支委员、四级调

研员 

王忠武 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陈江炜 厦门市集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办

主任、物业党支部书记 

陈基周 海沧区人民法院第三党支部书记、审判委员会

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 

顾红艳(女) 海沧区工委机关联合党支部委员、海沧区委区

直机关工委一级主任科员 

张海霞(女) 海沧区新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黄丹丹(女) 海沧区嵩屿街道海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杨泽松 海沧区东孚街道党工委委员 

王国琴(女) 海沧区嵩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副

书记、综合科科长 

杨五一 厦门市海沧市政建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 

赖天宝 博格步(厦门)轻工制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叶泉湖 同安区汀溪镇前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甘澍 同安区祥平街道陆丰社区党委书记 

陈仁忠 同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陈超岚(女) 同安区西柯镇党委组织委员、秘书委员 

黄皓怡(女) 同安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纪潜水 同安区洪塘镇大乡村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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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建 同安区新民镇溪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吕志评 同安区新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陈贤武 翔安区委党员电教中心二级主任科员，翔安区

大嶝街道党政办主任、大嶝街道阳塘社区党委

第一书记（挂职） 

张金田 翔安区新店街道东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蔡福林 翔安区新店街道党工委组织干事、四级主任科

员 

蔡  培 翔安区马巷街道舫阳社区党委书记 

朱燕婷(女) 翔安区新圩镇党委组织干事、四级主任科员 

苏辉耀 翔安区疾病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李辉煌 翔安区财政审核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庆传 翔安区委工业园区工委组织干事、区工信局综

合科科长 

牛建军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 

黄  海(女)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第九党支部书记、

经济社会七处处长 

叶瑞年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

纪委书记 

夏云兰(女)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一级调研员 

刘吉京 厦门海事法院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委员、第

三党支部书记 

唐文峰 厦门市综治中心党支部书记、市委政法委基层

治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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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福(畲族) 厦门火炬高新区直属党委副书记、非公党委副

书记、管委会组织人事处二级调研员 

张天从 厦门港引航站党总支副书记、副站长 

孙欣江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

员 

王鑫娜(女) 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机关党委组织委

员、专职党务干部 

徐  辉(女) 厦门市地震局一级主任科员 

钟  鸣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党委党务干部、

集美第二自然资源所一级科员 

陈爱华(女)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第三党支部书记、德育

处主任 

邹小勤(女) 厦门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党务干部、市教育局

机关第二党支部委员 

谢加良 集美大学理学院应用数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智能计算与优化控制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教授 

涂伟宁(女) 厦门双十中学团委书记、党办干事 

陈奕伟 厦门第六中学党务干部 

林国鑫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综合发展处四级主任科员  

陈祥歆 国道 324线厦门马巷超限运输检测站党支部纪

检兼宣传委员、副站长 

张  凤(女)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健康管理部党支部书记、主

任 

朱培芬(女) 厦门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第三党支

部书记、单证部总经理 

江尚贵 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运营支撑中心第二党支

部书记、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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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强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裁 

童忠明 厦门鹭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 

许凌芳(女) 湖里区殿前街道非公党建工作指导员 

鲍建鸿 厦门市公安局离退休干部工作处党支部书记 

苏永顺 海沧区嵩屿街道海发社区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林志清 厦门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况荣平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务专员，厦门市

国资委组织人事处干部（挂职） 

傅亦明(女)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副总监、宣

传部部长、直属第三党支部书记 

巫升柱 厦门路桥翔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颜羡玉(女)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郭调省 厦门市海沧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 

沈  滨(女)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委员、工会

委员、组织人事处三级调研员 

黄少君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主任、政工师 

张  浩 厦门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党建工

作部党支部书记、主任 

林  芳(女)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工会主席 

郑田文(女) 厦门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建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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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蕾(女) 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办主任、

第一党支部书记 

张进金 厦门市建设局机关第七党支部书记、建筑业处

处长 

胡  滨 厦门安居集团党群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

长 

陈学楷 中国烟草福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党务专员 

张荣华(女) 中国工艺福建实业有限公司厦门联合党支部

组织委员、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周  强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组织教育处一级

助理员 

尤俊强 湖里区华荣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 

陈棉花(女) 思明区开元街道虎溪社区党委书记 

白政和 厦门市思明市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 

陈淑芬(女) 湖里区殿前街道兴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

会主任 

罗晓梅(女) 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林社区党总支委员 

谢晓青(女) 集美区后溪镇三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 

邱少华(女) 厦门海投物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务干事、副主

任 

王桢霖 同安区洪塘镇党委副书记 

吴善营 翔安区内厝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吴进法 厦门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机关纪

委副书记 

李仁庆 厦门日报社团委书记、党办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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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进 厦门市财政局直属纪委委员、机关党委委员、

四级调研员 

刘炎火 集美工业学校专业党总支委员、专业第二党支

部书记，信息工程产业系主任 

杨爱晶(女) 厦门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第三党支部书记、轨

道安全科科长 

周  俊 厦门市民政局非公党建工作指导员 

黄德兴 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岭社区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党建协理员 

庄若琳(女) 厦门市政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魏文溯 厦门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

员 

魏凤莲(女) 自然资源部厦门培训中心党总支书记 

杨朝晖 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站党支部委员、定额管理

科工程师 

李艳玲(女) 厦门市商务局驻行政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书

记、审批处处长 

刘兴龙 思明区厦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 

 

 

 

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推荐对象 
（217 个，含备选对象）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开元派出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第三支部委员会 



 

 24 

中共思明区嘉禾良库文化创意园支部 

中共思明区嘉莲街道华福社区盘龙小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易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城市管理局莲前行政执法中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筼筜街道四里社区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嘉莲街道松柏社区委员会 

中共厦门十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鼓旅会务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北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厦港街道蜂巢山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开元街道坑内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莲前市场监督管理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思明市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槟榔中学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筼筜街道一里社区委员会 

中共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东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华厦眼科医院集团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梧村街道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滨海街道白城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厦港街道南华社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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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思明区开元街道阳台山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中华街道霞溪社区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鼓浪屿商家协会支部 

中共湖里区湖里街道塘边社区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东渡社区东渡三航小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湖里街道和通社区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殿前街道嘉福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殿前街道长乐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殿前街道北站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厝社区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久久爱心社会服务中心支部 

中共湖里区禾山街道五缘湾北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禾山街道禾缘社区鑫海湾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海社区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金山街道达嘉居民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金山街道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金尚中学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金安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天映（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江头派出所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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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江平生物基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建设与交通局直属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行政审批管理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委员会 

中共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集美第二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内林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灌口镇田头村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社区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集美街道浔江社区委员会 

中共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杏滨街道锦鹤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灌口镇中心卫生院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城市管理局集美中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治安大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农业农村局水利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纪委监委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兴社区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农社区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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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沧区新阳街道兴旺社区万科城小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达电商园联合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嵩屿街道海发社区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嵩屿街道北附小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美益集团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新阳派出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海投物业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新阳街道新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应急管理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人民检察院机关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财政局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西柯镇金海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法制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洗墨池幼儿园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行政审批管理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统计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同安双溪国有林场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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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安区皮肤病防治院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莲花镇莲花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洪塘镇龙西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大同街道碧岳社区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五显镇上厝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汀溪镇西源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大嶝街道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店街道洪前社区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店街道鼓岩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店街道曾坂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马巷青年创业促进会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马巷街道舫星社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圩镇后埔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店市场监督管理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新圩学校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新圩中心卫生院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铂爵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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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巡特警反恐大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财政局预算处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委网信办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国家安全局八支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处支部 

中共厦门海关缉私局办公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关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委巡察机构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支部委员会 

中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船舶管理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海关综合业务一科支部委员会 

中共高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社会保险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安全管理处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象屿保税区税务局总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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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第五大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殡仪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工商旅游学校行政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高中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医学院护理学系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第五中学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高中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外国语学校初中体艺行政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五缘实验学校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第五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中共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电子教研室支部委员

会 

中共厦门市科技中学第五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交通运输局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铁路建设指挥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鹭城巴士集团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客户中心机要联合支

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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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思明区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创业大厦党群工作站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海荭兴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公安局机关第二离退休干部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机关离退休干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南社区店上东里离退休支部委员会 

中共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城投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海峡投资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夏商民兴超市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万嘉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通士达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漳州特房开发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三项目支部委员

会 

中共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直属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第九支部委会会 

中共厦门市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粮库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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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第五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烟草专卖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海外销售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机关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建设局机关第八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共中交三航局厦门轨道交通 4号线土建项目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中国烟草福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商务局直属委员会 

中共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思明区浮屿消防救援站支部委员会 

中共集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消防救援大队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薇社区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禾祥西社区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江头街道东方巴黎广场小区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禾山街道坂尚社区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三社村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岑西社区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同安区五显镇香溪社区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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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麦丰密封件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财政局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翔安区内厝镇后垵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第四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信息学校委员会 

中共厦门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第六支部委员会 

中共海沧区嵩屿街道海虹社区离退休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价格认证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东部体育会展新城片区指挥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里区华荣消防救援站支部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