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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拟表彰对象

（250个）

北京市

丰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六支队三中队

北京京演军艺英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河西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处

天津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河北区鸿顺里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河北省

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处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人力资源部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宽城满族自治县光荣院

秦皇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唐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廊坊市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服务中心

保定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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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军供站

邢台市信都区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园

武安市磁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定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山西省

太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灵丘县白崖台乡退役军人服务站

忻州市光荣院

晋中市荣军医院

阳泉市郊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孝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襄垣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高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运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包头市九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乌兰察布市军供站

鄂尔多斯市委组织部

辽宁省

沈阳市苏家屯区军供站

大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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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

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营口市光荣院

辽宁朝阳飞马集团公司

吉林省

梅河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磐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

长春市军供站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委编办政府机构编制处

哈尔滨市南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黑龙江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荣管科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黄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市荣誉军人疗养院医务科

静安区大宁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嘉定区嘉定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江苏省

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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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荣军医院休养服务科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南京市军供站

苏州军供站

淮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仪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宿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浙江省

浙江省荣军医院

杭州市西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宁波市镇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瑞安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安吉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绍兴金沙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安徽省

安徽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滁州市光荣院

金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当涂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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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休宁县睿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福建省

石狮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明溪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霞浦县光荣院

龙岩市财政局

闽侯县城乡建设管理监察大队

天利仁和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萍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乐平市洎阳街道东湖名都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金溪县城市社区党工委仰山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鹰潭市军歌兴华素质教育中心

赣州市教育考试中心

上饶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吉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萍乡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江西省金宝创业孵化基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济南市历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胶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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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烟台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兖州军供站

泰安市优抚医院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佳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

滨州市滨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

菏泽军供站

河南省

平顶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汤阴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五里堡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济源市沁园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定鼎门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南阳市军供站

商丘军供站

灵宝市光荣院

河南省荣军医院

河南省纪委监委组织部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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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

湖北省

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鄂州市优抚医院

恩施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石首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十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通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黄冈市财政局

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

郴州市军供站

怀化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退役军人服务站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道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汨罗市弼时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株洲市石塘冲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常德市机构编制事务中心

浏阳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广东省

广东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权益保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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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惠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五华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龙川军供站

广东省第一荣军医院

清远市圆盾保安押运有限公司

广东省公安厅人事处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

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广州市海珠区退役军人权益维护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服务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编办机关处

桂林军供站

贵港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玉林市退役军人医院

百色军供站

象州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海南省

三亚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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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分行

海南冯家湾花螺养殖专业合作社

儋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重庆市

渝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武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巴南区光荣院

綦江区军供站

开州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管理服务中心

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渝州路第二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川省

四川省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服务一部

四川省第二退役军人医院

四川省委编办四处

成都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

泸州市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和就业促进中心

广元军供站

南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广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眉山市法律援助中心

甘孜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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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遵义市汇川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印江县木黄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贵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六盘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福泉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黔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就业局

云南省

楚雄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腾冲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昭通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玉溪军供站

个旧市光荣院

玉溪市红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云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培训创业孵化基地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米林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类乌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拉萨军供站

西藏金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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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陕西省慈善协会

陕西省退役军人秦岭生态卫士志愿服务队

西安大兴医院

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西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榆林市委编办

甘肃省

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街道甘家巷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张掖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

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人事处

西宁军供站

海东市平安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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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固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库尔勒军供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人事处

新疆诺娃金服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路街道广汇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精河县大河沿子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昌吉回族自治州财政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阿拉尔市金银川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第八师石河子市向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51团退役军人服务站

退役军人事务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就业创业司综合处

退役军人信息中心办公室（党建、人事处）

中央企业系统

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综合处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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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办公厅信访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老干部工作

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老干部工作

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直属工作局

政治工作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96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7228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71345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481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55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干部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816部队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429部队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886部队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81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53部队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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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 96901部队政治工作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769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035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31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政治

工作部人力资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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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

（445名）

北京市

耿 建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晓文（女） 海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李 东 石景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李 平（女） 门头沟区大峪街道绿岛家园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杜淑平（女） 房山区青龙湖镇中心幼儿园党支部

书记、园长

孟 婧（女） 通州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宋正君 怀柔区光荣院党支部书记、负责人

梁 光 北京市军供站站长

胡铁辉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处

一级调研员

马彦优（女）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处

一级主任科员

宗 蕾（女）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宣传科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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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灿国 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一级

主任科员

邓逸群 北京日报社人事处干部

迟文龙（满族）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人事处五级职员

董 烨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总经理

天津市

周晓军 北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崔玉亮 西青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高志刚 蓟州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佟 杰（满族） 津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李秀虎 宝坻区牛家牌镇翟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杜连峰 静海区大邱庄镇津美街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何 江 天津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副会长

刘明森 天津市滨海新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党委书记、会长

吴 彤 天津市和睿腾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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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田志坚 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刘力鹏 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副主任

杨俊岭（回族）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党委书记

李聪臻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科

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 昕 石家庄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人事部部长

路凤祎 河北省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副理事长

徐达志（满族） 隆化县光荣院主任

杨永生 察哈尔烈士陵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

主任

何 欣（女） 张家口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牛 艳（女） 秦皇岛市退役军人培训中心主任

叶再全 山海关军供站站长

刘光伟 唐山市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服务

中心主任

张瀚月（女） 唐山市退役军人培训中心副主任

王 平 廊坊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会长

翟凤章 保定市清苑区光荣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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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芳（女） 保定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常务副主任

张玉仓 沧州渤海专修学院院长

张 慧（女） 深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创业组

组长

王 璇（女） 邢台市爱国拥军联合会副会长

解 磊 邢台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科员

刘清华 广平县光荣院负责人

王 叶（女） 辛集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尚楠 衡水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科员

山西省

刘 玮（女） 山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群众工作部

副部长

张晓峰 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科二级主任科员

蒋微光 太原市迎泽区老军营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段永庆 大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科科长

赵一虎 右玉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米海云 忻州市忻府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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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锐（女） 灵石县两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时福明 平定县光荣院院长

王 丽（女） 柳林县金家庄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李伟杰 长治市潞州区太东街道和济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连 超 晋城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

科员

朱 军 临汾市尧都区光荣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

张 亚（女） 垣曲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

沈彦彬 呼伦贝尔市光荣院院长

迟立权（女，蒙古族） 乌兰浩特市五一街办事处人民武装部

部长

刘忠科 通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科科长

杜 峰 五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蒋庆春（蒙古族）乌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高大友 满洲里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双 喜（蒙古族）阿拉善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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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爱（女） 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康复科护士长

马宝才 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军休

与安置科负责人

任守文 二连浩特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

辽宁省

吴 斌 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连传彬 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

处长

赵景多（女） 沈阳市浑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杜 涵（满族）辽宁建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宁（女） 本溪烈士纪念馆十级职员

于 丹（女） 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第二军休

服务管理所八级职员

孙铁军 阜新市委编办事业机构编制科科长

白镒宁 辽阳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光荣院

科员

张丽娜（女） 盘锦市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兴隆新城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退

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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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萍（女） 铁岭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烈士陵园

分中心八级职员

乔凯锋 葫芦岛市光荣院副院长

吉林省

宿 峰 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处

处长

袁宏伟（女） 白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

科长

张 义 白城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殷来军 长春市九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周 雷（蒙古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副主任

韩德全 东丰县三合满族朝鲜族乡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郭永巍 通化市东昌区团结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孙铁纲 白城市军供站副站长

赵和平 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

洪 岩 吉林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一级调研员

陶传彬 吉林自主军创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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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王英新（女） 齐齐哈尔军供站副站长

王东平 黑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

和权益维护处处长

张 伟 齐齐哈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

张立明 佳木斯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勤

人员

刘勇刚 哈尔滨本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伟东 黑龙江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副院长

郑 磊（女） 鹤岗市兴安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宋秋月（女） 嫩江市嫩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负责人

关桂春（女，满族）七台河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副主任

王 洪 黑龙江省菌益粮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

赵万红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

和权益维护处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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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倩伟 徐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四级主任科员

陈卫勇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

纪念馆）纪念堂管理科科长

王小玲（女） 上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公室

十级职员

吴 娟（女） 闵行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

杜红兵 崇明区竖新镇竖河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张 玲（女）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党委委员

冯中保 上海宗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

刘 芳（女） 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科员

江苏省

陈国平 无锡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权益科

科长

张新闻 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 玮（女） 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宣传教育科

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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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涛 苏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

周谷俊 如皋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程志军 灌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许 展（女） 连云港市军供站科员

王 骞 淮安市楚州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

陆 伟 响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周公正 镇江市军供站站长

征华芳（女） 泰州市兴化复员军人疗养院副院长

陈福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浙江省

尚海平 浙江省军供站办公室主任

李 杰 浙江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副处长

郎益强 杭州市富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负责人

乐静波（女） 宁波斌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云富 温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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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献 苍南时代电商科技园有限公司

董事长、苍南县海西电商科技园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董 辉 长兴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罗卫勤 嘉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与

权益维护处处长

张小明 绍兴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副主任

张小波 金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移交安置处处长

王永红（女） 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安置

军休科副科长

柯万成 衢州市公安局干部处干部人事科

科长

郑和群 丽水市莲都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所长

傅舟孟 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

（就业创业处）副处长

江 勇 玉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创业科

负责人、玉环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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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洋才 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人大工委

副主任

安徽省

杨小兵 合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服务

管理处处长

陈彩艳（女） 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副站长

王玉林 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四级调研员、

亳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王 磊 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科副科长

李 楠 蚌埠市退役军人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赵 军 阜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刘广富 淮南市退役军人服务管理中心

副主任

杨路安 池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管秀发 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道党工委

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洪 霞（女） 铜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待抚恤科

科长

刘阳阳 望江县湖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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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冬琳（女） 安徽省荣军医院继续教育办公室

（康复医学科）主任

朱卫民 池州市军供站站长

钟俊武 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

副处长

范江宏 安庆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科长、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福建省

陈峥嵘 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处（政策法规处）处长

陈潮萍（女） 福州市文林山革命公墓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主任

邱尔明 厦门市翔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

林 霞（女） 福清市委编办副主任

叶 琳（女） 漳州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副主任

林雪敏 莆田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肖远鹏 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科（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陈金通 德化县巧工匠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尚平 宁化县城郊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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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莉（女） 顺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股

负责人

华 娟（女） 上杭县古田镇党委书记、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陈丽丹（女） 宁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任 锋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一级

科员

江西省

何建国 南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费伦清 九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余 梅（女） 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退役

军人服务站站长

肖 虹 萍乡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优待

抚恤部九级职员

廖 春 新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大队队长

夏亚利（女） 鹰潭市军休所所长

陈 涛 赣州金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 芳（女） 宜春市军供站站长

邱小勇 上饶市信州理工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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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诗圣 泰和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中心

负责人

周光伟 江西燕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杨 波 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处一级主任科员

万艳萍（女） 江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信访

接待科副科长

山东省

石敬德 山东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薛 峰 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宣传与群团

工作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

李荣金 济南市长清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徐书昌 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四级调研员

赵希麟 淄博军供站安全总务科科长

张裕信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社会事务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退役军人服务站

站长

高鹏飞 枣庄市司法局法治调研处处长

王一钊 山东云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微（女） 潍坊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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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文 邹城市张庄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魏 勃 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刘 芳（女） 威海市文登区金山综合服务中心

双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王 洋 日照市烈士陵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李红伟 蒙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尤如峰 临沂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副会长

吕荣菊（女） 德州市德城区运河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解少军 滨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张爱华（女） 菏泽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河南省

陈 刚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处二级调研员

孙永强 沈丘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朱勤朴 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科科长

王 松 南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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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超 开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

杨绍曾 漯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

副书记

胡化杰 范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扶 俊 信阳市浉河区湖东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张祖踉 鹤壁市开发区海河路街道鹤鸣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李卫阳 尉氏县光荣院院长

赵海波 三门峡西军供站站长

于全喜 郑州烈士陵园主任

王 靖（女） 许昌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

主任

滕方炜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人力

资源部高级经理

刘 伟 周口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袁景蔚 许昌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

会长

湖北省

许 斌 武汉军供站武汉北分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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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华（女，壮族）咸宁市退役军人事务调解委员会

专职调解员

王华君 秭归县在宜农民工服务中心党委

书记、主任

孔立志 湖北省荣军医院荣军疗养科主任

姚梦丽（女） 天门市光荣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马盈安 竹溪县光荣院副院长

柯贤富 黄石市黄石港区沈家营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副站长

万建林 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副站长

向 麒（土家族）咸丰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杨 艺 广水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覃 松 宜昌市优抚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吴昌兵 荆门市掇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治中 公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鲁晓勇 应城市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

王舒伟（回族）潜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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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东 襄阳市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

湖南省

肖毅杰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刘凯翔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人事处

（党委组织部）四级调研员

许海锋（女）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兴街道

香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刘 哲 衡阳市石鼓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张定富 株洲市天元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

书记、局长

谢晓益 湘潭市财政局预算科九级职员

杨小海 邵阳县岩口铺镇人民政府政务（便民）

服务中心主任

唐 璟 邵阳市双清区东风路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陈能建 怀化市军供站站长

陈银香（女）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李 飞（女） 桃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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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昌雄 慈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钟建明 桃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股

股长

李 盟 郴州市机构编制事务中心政务服务科

科长

刘期亮 娄底市军供站站长

广东省

黄媛媛（女） 广州市黄埔区永和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陈肖雯（女） 东莞市沙田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陈坚强 云浮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周仕贺 珠海市香洲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李 想（女） 茂名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黄永亮 东莞军供站供应科科长

游肖萍（女） 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荣军一区护士长

李鹤梅（女） 佛山市高明区光荣院院长

廖聪济 乐昌市烈士陵园服务中心梅花红七军

烈士纪念园管理员

周拥军 广州市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



35

江迪彪 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专职

律师

林水栖 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 俊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工作

与权益维护处四级主任科员

黄 真 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工作

与权益维护处二级主任科员

姜祖林 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处

处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夏 忠 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

安置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广西壮族

自治区退役军人信息数据中心主任（兼）

韦 鸿（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文保编研科

科长

王秀艳（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培训中心

网络信息部副总编辑

蒙晓广 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医院医务部

主任

罗文右 钟山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廖春红（女） 南宁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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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溢（壮族）柳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

唐伟军 桂林市五里亭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所长

刘平洋 来宾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农凤腾（女，壮族）百色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党支部

书记、所长

梁献创 梧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党支部书记、

广西创龙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凯松（壮族）崇左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权益维护

和服务保障科副科长

海南省

黎 哲 琼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陈国超 琼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李雄伟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党（工）委

书记、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汤成萍（女） 陵水县椰林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刘 勇 澄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张运前 海南金猪堡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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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玲（女） 海南天创物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重庆市

王 洁 合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和

就业创业科科长

张世亮 荣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

纪念科科长

金 莉（女） 涪陵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吴 波 万州区牌楼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白太江 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站长

李东江 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员

在线—东江聊天室”创建者

么周力（女） 大渡口区希望心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主任

陈少红（女） 重庆轩渝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小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武隆支行营业部高级客户经理

吴嘉斌 重庆循源律师事务所主任

四川省

钱正容（女） 攀枝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

一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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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学楷 德阳市光荣院七级职员

尹晓灿（女） 绵阳市军供站站长

谢帝乔 遂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就业科

科长

易铭鑫 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严 寒（女） 南充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数据

信息科副科长

李 彦 宜宾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科

科长

蒋龙声 宜宾山勾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欧 惠（女） 大竹县光荣院负责人

陈 林 平昌县英烈纪念园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

张明芬（女） 雅安市雨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徐 敏（女） 资阳市雁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副主任

仁青娜姆

（女，藏族）

阿坝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阿坝州

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主任

蒋林玲（女） 凉山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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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惠（女） 自贡市自流井区五星街磨子井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杨鹏飞 成都市温江区退役军人创新创业

孵化园总经理

贵州省

陈 净（女，布依族） 贵州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康阳锋 遵义市红花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王安霞（女，土家族） 遵义荣誉军人康复医院门诊部主任

杨启斌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九级职员

周寒俊 贵阳市观山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成员、观山湖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主任

青 鹏 六盘水市水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成员

何 山 玉屏军供站副站长

孙 媛（女） 都匀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梁志飞（苗族） 安顺市西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余建林（苗族） 凯里军供站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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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朝俊 都匀市烈士陵园负责人

王志文 兴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云南省

谭 昕（女） 云南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四级调研员

李 兰（女）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

权益维护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 梅（女） 祥云县沙龙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饶 毅（纳西族）香格里拉市金江镇车轴村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杨林久（女） 德宏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

侬迪霏（女，壮族）麻栗坡烈士陵园公墓管理中心主任

和学军（纳西族）玉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移交安置股（军休服务管理股、

就业创业股）股长

非正冯（彝族）云南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荣康科

主任

郑昆红 陆良县光荣院工作人员

白 瑛（女） 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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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梁晨磊 昌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

尼玛顿珠（藏族）拉萨市城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

朗 杰（女，藏族）隆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马 静（女） 林芝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邓天才 重庆联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次旺多杰（藏族）改则县加措松尼红发施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陕西省

姜 骋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动力

调剂站副站长

刘军利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处长

唐少斐（女） 陕西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一级主任

科员

毛伟明 陕西省公安厅治安局一级高级警长

邢步宜 咸阳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曙光 陕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裴富朝 略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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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小林 商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任晓峰 陕西省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处

主任

陈晓康 安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军休中心）

主任

杨怀勇 铜川市耀州区永安路街道东站社区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苏荣荣（女） 延安市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北苑社区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王友民 陕西容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 艳（女） 陕西恒伦优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甘肃省

周永武 金昌市金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

令军辉 甘肃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副处长、三级调研员

王廷援 甘肃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李胜利 兰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龚晓娟（女） 嘉峪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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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富 庆阳市西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九级职员

马晓林（保安族）积石山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马家兴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武威市分行

副行长

段明峰 甘肃靖苑园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天刚 天水华伦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子强 定西市安定区书法家协会主席

温正海 甘南藏族自治州宏海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总经理

青海省

林 健 青海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副处长

东鹏正 青海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权益维护部

部长

多 杰（藏族）格尔木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赵 岚（女） 青海省民政厅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中心九级职员

张国强 青海省军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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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晓全（土族）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中心综合部部长

祁天盛 西宁成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法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华静宇（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信访接待科副科长

钱忠军 贺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段洪学（回族）银川市金凤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李喜军 石嘴山市退役军人爱心服务协会

秘书长

王生岩 盐池县博物馆馆长

杨秉选 彭阳县任山河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

孙志刚 中卫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贾璐帆（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移交安置处处长

艾尼瓦尔江·毛衣东

（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治安管理

总队治安侦查支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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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坚 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老林

战友工作室”负责人

张雯雯（女） 阿克苏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副主任

张新民 伊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叶尔兰·托乎达希

（哈萨克族）

哈巴河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专职

副主任

陈 静（女） 乌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

高国军 民丰县尼雅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阿依努尔·艾力

（女，维吾尔族）

喀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

薛新萍（女）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三级主任科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 静（女） 第一师阿拉尔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副主任

钱正兵 第十二师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建伟 第三师 44团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宋 红（女） 第七师 129团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陈维健 第二师 25团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王 军 第四师 68团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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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丽（女） 第九师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科员

退役军人事务部

孙启立 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置司军官

安置处处长

魏恒杰 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权益维护

保障一处处长

中央企业系统

周扬芳（女） 中核凯利深圳核能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兼海南分公司

党支部书记

吴忠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劳动管理处高级项目经理

孙 镇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劳动用工管理处处长

王 鹏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站（劳动力调剂站）

副主任

军队系统

苏 川 中央军委办公厅干事

李文蕾（女）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参谋

齐文亮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干事

汪 远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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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干事

魏 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干事

展雪松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干事

田 茵（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干事

钱 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衢州市

柯城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赵健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干事

李迎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干事

陈 昊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干事

龙 淼（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836部队工程师

李 越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政治工作部

干事

陈 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干事

滕一龙（侗族）中国人民解放军 75738部队科长

王荔霜（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682 部队助理

工程师

甘 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陆军

副处长

马永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陆军干事

钟 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疆军区干事

罗海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干事



48

陈 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工作部

干事

徐莉莉（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工作部

工程师

宛秋瑞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257 部队政治

教导员

李 浩 中国人民解放军 92962部队干事

宋增彪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826部队干事

任 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269部队副处长

杨洪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582部队主任、

工程师

孙 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010部队干事

高卿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174部队工程师

彭小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829部队干事

赵 林（满族）中国人民解放军 96941部队工程师

胡志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11部队讲师

杨 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61部队副主任、

讲师

李宇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政治

工作部干事

王 硕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069部队干事

肖 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51部队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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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政治

工作部干事

李政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政治协理员

丁 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680部队副主任

兼助理工程师

杨立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馆员

陈 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干事

司马耀旭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工作部

干事

姜瑞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天津市总队

副处长

魏佳慧（女）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总队

烟台支队干事

刘 翔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川省总队

干事

李清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宁夏回族

自治区总队参谋

吴欣昱（女） 江苏海警局科长

陈 哲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程大学

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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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休工作先进单位”拟表彰对象

（36个）

北京市

西城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八休养所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农大路休养所

天津市

河北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河北省

邯郸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河北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

山西省

山西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辽宁省

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吉林省

吉林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黑龙江省

绥化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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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上海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杨浦江湾服务管理中心

江苏省

常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

扬州市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一所

浙江省

杭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

安徽省

合肥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

福建省

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江西省

南昌市退役军人事务所局军休服务管理科

山东省

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军休服务管理处

威海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河南省

郑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五休养所

湖北省

武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服务管理中心

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衡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立新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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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深圳市军休服务管理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望州路休养所

海南省

海口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重庆市

沙坪坝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

四川省

成都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峨眉山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干休所

贵州省

贵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云南省

昆明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分散安置管理所

陕西省

西安市小雁塔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甘肃省

兰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五休养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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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休工作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

（48名）

北京市

李纪恩 朝阳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七休养所

党总支书记、所长

袁 文（女） 东城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副主任

邢 涛 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离休

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

王永志 怀柔区人民政府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安置办公室主任

天津市

李润莉（女） 河西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科员

河北省

刘方保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服务

管理科科长

迟金凤（女） 保定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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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朋松 河北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党办室主任

山西省

翟志远 吕梁市军休优抚院院长

内蒙古自治区

董秀岩（女） 内蒙古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

中心主任

辽宁省

李 威（女） 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处

（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处长

苗 笛（女） 大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干部

吉林省

王君佐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军休服务

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高俊生 长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服务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黑龙江省

王安妮（女） 哈尔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中心

科员



55

上海市

许晓霞（女） 上海市普陀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党总支书记、所长

江苏省

吴宏良 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军休

褒扬处二级调研员

刘 燕（女） 徐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军人服务中心

主任

浙江省

应 姿（女） 宁波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第一中心副主任

安徽省

宋 静（女） 马鞍山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所长

福建省

蒋小琼（女） 漳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二级主任科员

江西省

彭晓金 萍乡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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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代月凤（女） 济南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槐荫

服务处党总支书记、处长

张岳飞（女） 青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第一分中心筹备组组长

赵海林 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河南省

宋洛平 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二级

调研员、三门峡市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管理所所长

张卓民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服务

管理科科长

湖北省

刘 纲 武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七服务

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科长

吴佩明 宜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四级调研员

湖南省

陈 静（女） 常德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管理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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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卫东（女） 永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党总支书记、所长

广东省

钟本昌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军休处二级

调研员

邹 峰 东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彭国齐 北海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所长

海南省

李江村 海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海南省

离休退休军官休养所）主任（所长）

重庆市

袁卫国 梁平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主任

四川省

龙 毅 三台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

陈 皑（女） 仁寿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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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尚至娟（女） 黔西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

副书记、黔西南州军队离退休干部

服务中心（黔西南州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主任（所长）

云南省

刘本发（土家族）个旧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所长

普吉伟（彝族）楚雄州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办公室主任

西藏自治区

周 强 拉萨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陕西省

刘 璇（女） 西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服务

管理处处长

王爱国 宝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宝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主任

甘肃省

巨建民 平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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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董晓宇（满族）青海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职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杨 民（回族）石嘴山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杜 娟（女） 哈密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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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军休干部”拟表彰对象

（125 名）

北京市

栾建军 东城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小红门

第二休养所退休干部

王书林 东城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大红门

休养所退休干部

李培义 西城区军队离退休第六休养所

退休干部

李仲海 西城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

退休干部

吴其生 朝阳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十三

休养所退休干部

邓传福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百望服务

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李幼松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玉泉路

休养所退休干部

刘光耀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青龙桥

休养所退休干部

刘学博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君安家园

休养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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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晓红（女）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曙光休养所

退休干部

穆报春（女）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悦秀服务

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周国良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五棵松

休养所退休干部

龙连模 海淀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田村路

休养所退休干部

宋后军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十二

休养所退休干部

虞以新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十

九休养所退休干部

刘汉杰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十九

休养所离休干部

周绳武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十一

休养所退休干部

康丽雯（女）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十

二休养所退休干部

韩瑞芬（女） 石景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七

休养所退休干部

冯玉林 石景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

休养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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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杰 通州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周大川 昌平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

休养所离休干部

施长富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阳光

休养所退休干部

邸乃庸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阳光

休养所退休干部

李旦生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恩翠

休养所退休干部

张玉琴（女）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平里

休养所离休干部

奚启新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园

休养所退休干部

天津市

唐洪鑫 滨海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曹务祥 河东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

休养所退休干部

河北省

黄贯通 石家庄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七

休养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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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峰 辛集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毛振平 河北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退休干部

王绍明 保定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

干休所离休干部

李树杰 廊坊市军休离休退休干部二所

退休干部

刘宝昌 张家口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

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彭祖循 秦皇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

休养所退休干部

高富营 唐山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工作第三

管理所退休干部

山西省

段学让 忻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离休干部

王 忠 临汾市尧都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离休干部

内蒙古自治区

孔令鹏 多伦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退休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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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李维波 沈阳市军休服务中心南塔休养所

离休干部

陈永年 沈阳市军休服务中心五里河休养所

退休干部

侯明晓 沈阳市军休服务中心五里河休养所

退休干部

张春林 大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军休二中心）退休干部

李荣欣 大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军休三中心）退休干部

何长岭 鞍山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朴明珠 本溪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王金海 丹东市军队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李全民 营口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鲅鱼圈

服务站退休干部

赵德凤 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徐恩惠 盘锦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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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平 葫芦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退休

干部

吉林省

王有志 吉林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潘 贤 长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同光路

休养所退休干部

黑龙江省

侯鸿祥 黑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栾金祥 黑龙江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

中心退休干部

上海市

彭福盛 上海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古美休养所

退休干部

孙业忠 长宁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翁延龄 嘉定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吕志斌 浦东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

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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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郑福生 南京市秦淮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三

休养所退休干部

纪安卢 南京市鼓楼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七

休养所退休干部

邵继忠 无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朱衍文 徐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军人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王文琴（女） 常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

休养所退休干部

展亚平 苏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城中

休养所退休干部

瞿友祥 如皋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谢荷芬（女） 镇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

休养所退休干部

浙江省

刘继红（女） 杭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崔平均 宁波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第一中心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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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高绪贵 蚌埠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三

休养所退休干部

福建省

林佳山 福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梅峰

休养所退休干部

钱惠康 厦门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前埔

休养所退休干部

江西省

宋维生（女） 宜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山东省

何作俊 济南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市中

服务处退休干部

孙 岚 青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王朝銮 淄博市博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离休干部

蒋仕国 利津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吕景伦 烟台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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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春 潍坊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唐永奎 莒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刘文宝 临沂市军休中心退休干部

黄志兵 聊城市军休所退休干部

孙忠宝 滨州市滨城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退休干部

河南省

张利修 郑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离休干部

陈合锡 开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退休干部

卢凤霖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八休养所

退休干部

王广文 新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退休干部

湖北省

张 莉（女） 武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

服务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魏吉来 武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五

服务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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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基 襄阳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

休养所退休干部

王清珍（女） 孝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湖南省

欧阳世渊 长沙市丝茅冲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退休干部

罗 仪 益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团圆休养所

退休干部

广东省

赵燕清 广州市越秀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第四休养所退休干部

彭德才 广州市海珠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军休三部退休干部

郑锦河 韶关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五祖路

休养所离休干部

王泽津 湛江市开发区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退休干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

谢志高 桂林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

中心军队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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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欧庆伟 海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海南省离休

退休军官休养所）退休干部

重庆市

崔建新（女） 江北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刘保健 渝中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四川省

杨思远 成都市锦江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

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邵辑良 泸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陈应学 绵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南河休养所

退休干部

韩培志 广元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郑家才 眉山市东坡区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退休干部

谢绍泉（藏族）甘孜州石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

退休干部



71

贵州省

贾宝云 安顺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离休干部

云南省

王好德 昭通市昭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离休干部

毛正运 曲靖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杨自凯 昆明市五华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服务中心退休干部

西藏自治区

金国辉 日喀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

退休干部

陕西省

马权斌 西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服务

中心退休干部

韩怀仁 西安市洪庆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退休干部

侯朝鼎 西安市小雁塔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休养所退休干部

王滋兴 咸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

中心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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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保旗 渭南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刘国胜 汉中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甘肃省

周逢海 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

退休干部

青海省

秦红喜 格尔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

退休干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张志强 吴忠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退休干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闫占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

安置管理服务中心退休干部

李 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

第三休养所退休干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郭晓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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