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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表彰的洛阳市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洛阳市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先进集体（50 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62 部队 41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608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80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69 部队政治工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49 部队 5分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学员十五大队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工程防护研究所政治工作处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洛阳支队机动二大队机动三中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

洛阳市新安县城关镇西苑社区

洛阳市伊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宜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汝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洛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栾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嵩县城市管理局

洛阳市涧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西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老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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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瀍河回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洛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阳市偃师区顾县镇人民政府

洛阳市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洛阳市委组织部

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中共洛阳市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洛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洛阳市教育局

洛阳市公安局

洛阳市民政局

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

洛阳市财政局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洛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洛阳市军事供应站

洛阳市军粮供应中心

洛阳市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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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妇女联合会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车站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人民武装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武装部

洛阳市乔文娟拥军优属服务中心

二、洛阳市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先进个人（150 人）

孟志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61 部队政治工作处少校干事

张 朋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64 部队文网中心主任、专业技术上校

工程师

石宏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606 部队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专业

技术大校副主任医师

徐 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84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少校干事

陆书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85 部队政治工作部组织科少校科长

杨志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881 部队保障处处长

王 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80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上尉干事

刘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83 部队政治工作处少校副主任

姜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60 部队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科中校科长

刘 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69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上尉干事

王少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69 部队中尉连级副职排长

袁 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49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少校科长

王伟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49 部队 52 分队班长

郭 睿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学员十五大队少校

政治教导员

谭 然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学员十四大队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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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导员

高天宇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工程防护研究所科研实验管理

中心专业技术少校工程师

张龙飞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工程防护研究所勤务分队分队长

张一鸣 洛阳市偃师区顾县镇人民武装部部长

孙克跃 洛阳市宜阳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科长

孙 刚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洛阳支队执勤一大队伊川中队中队长

程 俊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洛阳支队执勤四大队新安中队上士

高保军 洛阳市新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毅 洛阳市新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股负责人

刘爱勤 洛阳市新安县城关镇人民政府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陈灿坡 洛阳市伊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史兴奎 洛阳市伊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政府办主任

任欲晓 洛阳市伊川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职工

牛新乐 洛阳市宜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毅波 洛阳市宜阳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白 云 洛阳市宜阳县教体局科员

杜占锋 洛阳市汝阳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科长

赵柯柯 洛阳市汝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科员

徐建国 洛阳市洛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心瑶 洛阳市洛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李爱霞 洛阳市洛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优抚股股长

马军会 洛阳市栾川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

姚 莉 洛阳市栾川县财政局社保股股长

田 聃 洛阳市栾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股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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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伟 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田伟卫 洛阳市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权益维护和优抚股负责人

梁承宗 洛阳市涧西区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鹏辉 洛阳市涧西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牛轩辉 洛阳市涧西区珠江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陈晓博 洛阳市涧西区天津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赵德阳 洛阳市涧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科员

张学争 洛阳市西工区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

程 炎 洛阳市西工区唐宫路街道办事处人民武装部部长

王富强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科长

宋 勇 洛阳市老城区洛浦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徐 辉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魏二虎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塔湾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便民

服务中心主任

都志涛 洛阳市洛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何 斌 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刘 洋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李 真 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刘建华 洛阳市偃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科副科长

焦进军 洛阳市偃师区中医院院长

李文超 洛阳市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科员

王江涛 洛阳市孟津区城关镇双拥工作站副站长

兰 娟 洛阳市孟津区康乐街道办事处双拥工作站站长

肖利锋 洛阳市伊滨经开区（示范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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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攀峰 洛阳市伊滨经开区（示范区）社会事务管理局科员

张伟浩 洛阳市洛龙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文宣办负责人

周 阳 洛阳市龙门园区社会事务和农业农村局社会事务办主任

王 楠 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人事科科长

王 宁 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闫双义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李大伟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室副主任

谢崇光 中共洛阳市纪委监委综合事务管理室主任

祝宝玉 中共洛阳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张甲午 洛阳市干部档案管理中心主任、中共洛阳市委组织部

干部二科二级主任科员

刘 明 中共洛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审核科科长

田利锋 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科科长

刘 鹏 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网络协调管理和执法督察科副科长

陈志强 洛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

张长燕 中共洛阳市委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

申金龙 中共洛阳市委政法委维护稳定科科长

张安稳 中共洛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裴文娟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

杨献民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荆晓燕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科长

李泉泉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四级主任科员

李灿辉 洛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闫晓艺 洛阳市教育局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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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琳 洛阳市科学技术局二级主任科员

李萌萌 洛阳市科学技术局四级主任科员

薛伟旭 洛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胡轩岩 洛阳市联系宗教团体办公室主任

李瑞鹏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三级警长

郑 皓 洛阳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三级警长

李英房 洛阳市民政局人事教育科科长

秦奋飞 洛阳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王少伟 洛阳市司法局政治部二级主任科员

叶 松 洛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科二级主任科员

韩米晓 洛阳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科长

林稚尧 洛阳市数字财政中心科员

陈重重 洛阳市财政局科研所副主任科员

郭 峰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级主任科员

董贡献 洛阳市社会保险中心参保登记科科长

荆 超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主任科员

赵 怡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访稳定科科长

姬艳伟 洛阳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

张东东 洛阳市交通运输局人事教育科副科长

李 垠 洛阳市水利局人事教育科副科长

张 雷 洛阳市文化馆党支部书记

王施展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科长

韩明旭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四级主任科员

宋海林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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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辉 洛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和褒扬科二级主任科员

王方静 洛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科长

许晓玲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科员

赵志松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六休养所科员

何丽琴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七休养所科员

焦玉昆 洛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向南 洛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人事科二级助理员

孙 强 洛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伟帅欣 洛阳市军粮供应中心主任

郭 伟 洛阳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锋涛 洛阳市医疗保障中心城乡居民医保科副科长

赵东亮 洛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一级科员

吕亚红 洛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夏术彬 洛阳市乡村振兴局社会扶贫科科长

刘慧超 洛阳市乡村振兴局综合科副科长

崔晓莹 洛阳市城市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

李满意 洛阳市王城动物园八级职员

孙海岩 洛阳市博物馆副馆长

高志承 洛阳市文物局人事科科长

汪 健 洛阳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大厅服务中心主任

张恒岩 洛阳市国家安全局组长

杨宁东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尚海利 洛阳市妇女联合会四级主任科员

王小乐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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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凯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西城供电公司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

刘延召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机要通信分局投递员

陈绍璞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涧西区分公司寄递

业务管理员

姚和平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车站副站长

赵万欣 洛阳市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团长

吴 梅 洛阳市乔文娟拥军优属服务中心拥军志愿者

张 慧 洛阳市乔文娟拥军优属服务中心拥军志愿者

王洛卫 洛阳洛卫军品博物馆馆长

王新乐 洛阳古城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员

白英平 洛阳市洛龙区数字化管理监督中心信息员

尚凤辉 洛阳市老城区东南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王玉荣 洛阳市老城区西北隅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延庆 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行长

孙红亚 洛阳市拥军优属协会职工

李俊武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研发部经理

田延通 洛阳交通运输集团客运有限公司孟津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杨延卿 洛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