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报） 
 

 
温委发〔2011〕19 号 

 

 

中共温州市委

★

中共温州市委  温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县（市、区）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等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县（市、区）委、人民政府，市直属各单位： 

2010 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委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经济保持平

稳健康较快发展，社会政治局面平安稳定，新一轮建设发展的热

潮正在形成，并在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树

立典型、鼓励先进，市委、市政府决定，对 2010 年度县（市、

区）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市直部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全市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秀县（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重大发明奖、

重点建设工作（立功竞赛活动）、全市纳税大户企业、精神文明

建设、温州生态市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工作、人口计

生工作等 11 项事项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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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各地各部门和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按照市委十届

十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十二五”规划以及“双十工程”、“十

大项目”等重点工作，按照“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目标和“先

人一步、快人一拍”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责任落

实，全面提速提质提效，努力为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

的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1、2010 年度县（市、区）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集体 

2、2010 年度市直部门目标考核先进单位和完成重要工作责

任制重点目标优秀单位 
3、2010 年度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秀县（市） 
4、2010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重大发明奖 
5、2010 年度重点建设工作（立功竞赛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6、2010 年度全市纳税大户企业 
7、2010 年度温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8、2010 年度温州生态市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9、2010 年度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0、2010 年度全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1、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中共温州市委  
温州市人民政府 

2011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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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10年度县（市、区）工作目标责任制 
考核先进集体 

 
一、综合一等奖单位 

1、一类考核对象：瑞安市 

2、二类考核对象：平阳县 

二、综合二等奖单位 

1、一类考核对象：乐清市、龙湾区 

2、二类考核对象：洞头县、泰顺县 

三、综合三等奖单位 

1、一类考核对象：瓯海区、鹿城区 

2、二类考核对象：苍南县、文成县、永嘉县 

四、“科学发展”专项前三名单位 

1、一类考核对象：瑞安市、乐清市、龙湾区 

2、二类考核对象：平阳县、苍南县、洞头县 

五、“和谐社会建设”专项前三名单位 

1、一类考核对象：鹿城区、龙湾区、乐清市 

2、二类考核对象：洞头县、文成县、永嘉县 

六、“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专项前三名单位 

1、一类考核对象：乐清市、瑞安市、鹿城区 

2、二类考核对象：平阳县、永嘉县、洞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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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2010年度市直部门目标考核先进单位和完成
重要工作责任制重点目标优秀单位 

 
一、2010 年度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市纪委（监察局）、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妇联、市

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原市市政园林局、市外经贸局、

市粮食局、市统计局、市安监局、市人防办 

二、2010 年度完成重要工作责任制重点目标优秀单位  

市纪委（监察局）、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文明办、

市委政法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检察院、市政府办公室、市教育

局、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市劳动保障局、市房管局、市规划局、

市环保局、原市行政执法局、市统计局、市信访局、市审计局、

市文广新局、市粮食局、市水利局、市外经贸局、市安监局、市

残联、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 4 - 



 

附 3 

 

2010年度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优秀县（市） 

 

瑞安市、乐清市、文成县、永嘉县、泰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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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2010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重大发明奖 
 

一、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人 
奖励
等级 

1 
工业特种阀门的研发
与产业化 --煤制油高
耐磨快速切断锁斗阀 

五洲阀门有限公司 
郑祖辉 陈锦法 王玉燕 朱绍源 
汪春臣 陆培文 朱为杰 郑益丰 
夏享平 

一等奖

2 高性能制鞋生产关键
装备研发 

大隆机器有限公司  
浙江理工大学  
史伟民 杨建国 胡旭东 杨永国 
盛国泰 袁嫣红 顾叶琴 郑晓兵 
苏洪武  

一等奖

3 碳纳米管控制生长和
生长机理研究 

温州大学  
黄少铭 王  舜 张礼杰 徐向菊 
蔡起然 万  里  

一等奖

4 
连作杂交晚稻新组合
的选育及关键制种技
术研究 

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卢华金 杨文清 阮柏苗 张宏化 
马国华 荀飞琼 周海平 张跃飞 
郑国楚 

一等奖

5 新型高透氧硬性角膜
接触镜的研制及推广 

温州医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温州欣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吕  帆 陈  浩 任  力 姜  珺  
毛欣杰 尹诗衡 沈梅晓 陈晓峰 
许笑若  

一等奖

6 罗红霉素治疗哮喘的
基础与临床研究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育英
儿童医院 
戴元荣 吴立琴 夏晓东 颜雪琴 
徐  慧 颜孙舜 林  洁 吴  斌 
徐永安  

一等奖

- 6 - 



 

二、第二届温州市重大发明奖项目 

 
序号 实施单位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技术领域 

1 
浙江亚龙教

育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数控机床故障

智能考核设备 
200510076832.2  电子信息技术

2 
温州合力建

设机械有限

公司 
箱梁移动台车 200610050643.2  先进制造技术

3 
浙江伊利康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一种抗 apoA
Ⅰ、apoB 抗体

制备方法以及

用于检测 apoA
Ⅰ、apoB 的试

剂盒 

200510061277.6  
生物与新医药

技术 

4 
温州市创力

电子有限公

司  

带有显示控制

面板的低压配

电柜  
200510095688.7  先进制造技术

5 
浙江正理生

能科技有限

公司 

空气源热泵热

水器 
200610049686.9  

新能源及节能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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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2010年度重点建设工作（立功竞赛活动） 
先进单位和个人 

 

一、重点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洞头县政府、乐清市政府、平阳县政府、瑞安市政府、龙湾

区政府、市温瑞塘河保护管委会、温州生态园管委会、温州机场

改扩建指挥部、温州电力局、无锡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瓯海大

道西段公跨铁项目部 

二、重点建设工作（立功竞赛活动）先进个人  

鹿城区：吴照林、温海洪、陈冠廷 

龙湾区：姜法宏、邱朝瀚、张  繁  

瓯海区：张光满、陈  策、陈启飞 

乐清市：胡珠寿、梁阿微、叶贤兰、朱科樾 

瑞安市：郑爱楷、刘海峰、陈建伟、戴君敏 

永嘉县：黄华生、潘光漫、金叶森 

洞头县：陈色伍、方高伟 

文成县：吴士华、胡琪焱 

平阳县：陈  杰、姚宗纯、郑进荣 

泰顺县：董敏钗、林元格 

苍南县：蔡卫国、郑加顺、周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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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应  舒、朱  鸿 

各项目单位 :金毅、林荣、褚建成（原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总

指挥部）、 潘光峰、钱峰、缪峰、林美青、蔡勇、丁杰、蔡朝

华（市城投集团）、黄伟坚、朱文远（市轨道交通集团〈筹〉）、

王天聪、张建聪（市温瑞塘河保护管委会）、叶日敏、何克密（市

西向排洪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吴建魏（温州港集团）、金建敏、

程文哲（市交投集团）、诸朝晖（温州双屿公路枢纽站工程建设

指挥部）、林彤、杨杰（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游

亦强、林跃进（温州电力局）、苏晓樟（温州大学）、陈允玉、

陈春虎（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童运苗（温州市第二外国

语学校）、吴挺（移动温州分公司）、陈云斌（电信温州分公司）、

徐静（温州生态园管委会）、曾益领、林建祥（市沿海办）、孙

宝玉（温州机场集团）、李芳珍（联通温州分公司）、王品彝（市

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林健东（乐清雁荡山至永嘉楠溪江公

路项目指挥部）、余跃明（市城管与执法局） 

市直各单位 :陈宏鸣、章汉进（市委办公室）、马骏杰、赵

春建（市政府办公室）、蔡精楚（市委宣传部）、曹启蒙（市经

贸委）、钱文喜（市公安局）、张志远（市交警支队）、张光强

（市民政局） 、丁向东（市财政局）、饶东彪（市人事局）、

苏立哲（市国土资源局）、郑颖（市规划局）、叶振中、吴立峰

（市住建委）、周伟光（市交通局）、叶辑松（市水利局）、金

晓光（市审计局）、蔡克（市环保局）、吴群力（市海洋与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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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陈宁威（市安监局）、秦建平（市公共资源管委办）、诸

向军（市轨道交通集团〈筹〉）、林乃鹏（温州日报）、王韧钢

（市广电传媒集团）、黄长江（市质监局）、徐进（市消防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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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2010年度全市纳税大户企业 
 

一、2010 年度温州市纳税百强 

 金额单位：万元

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64088 

2 浙江省烟草公司温州市公司 57367 

3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7500 

4 温州电力局 29578 

5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22705 

6 温州中油燃料石化有限公司 21655 

7 温州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178 

8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19876 

9 浙江天瑞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9031 

10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855 

11 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17769 

12 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 16489 

13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4699 

14 浙江乐清农村合作银行 1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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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15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14188 

1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12889 

17 温州市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818 

18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77 

19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 11573 

20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11236 

21 浙江苍南农村合作银行 10585 

22 温州市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560 

23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521 

2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10491 

25 苍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0106 

26 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829 

27 温州绿城家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46 

28 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 9445 

29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 9251 

30 乐清市供电局 9173 

31 英博双鹿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8900 

32 华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424 

33 瑞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8359 

34 浙江英博雁荡山啤酒有限公司 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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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35 浙江中梁置业有限公司 8125 

36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7935 

37 中龙房地产开发(瑞安)有限公司 7836 

38 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合作银行 7548 

39 浙江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473 

40 温州市宏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7376 

41 温州中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乐清项目部 7374 

42 温州电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340 

43 浙江正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129 

44 温州市烟草公司瑞安分公司 7045 

45 浙江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929 

46 温州市烟草公司乐清分公司 6675 

47 温州市龙湾永强供电公司 6624 

48 温州市大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嘉宣达分公司 6536 

49 温州省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467 

50 温州市烟草公司苍南分公司 6463 

51 平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6371 

5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6343 

53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6269 

54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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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55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774 

56 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5720 

57 温州巨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95 

58 乐清市电力实业有限总公司 5458 

59 万康置业有限公司 5433 

60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5431 

6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温州石油分公司 5405 

6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5387 

63 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 5381 

64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 5343 

65 浙江温州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5336 

66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5312 

67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306 

68 温州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270 

69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5261 

70 瑞安经济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5252 

7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5166 

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5031 

73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4923 

74 浙江珊溪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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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7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4839 

76 大自然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平阳分公司 4675 

77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4605 

78 乐清市宝来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4589 

79 恒达集团有限公司 4511 

80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45 

81 温州法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36 

82 温州时代广场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4417 

83 温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4400 

84 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38 

85 中瑞温州房地产有限公司 4292 

86 温州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4281 

87 浙江正泰电源电器有限公司 4246 

88 温州市烟草公司平阳分公司 4209 

89 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 4171 

9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 4135 

91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4127 

92 温州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 4099 

93 温州市瓯海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3995 

94 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温州分公司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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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95 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 3880 

96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876 

97 温州市好达机电有限公司 3818 

9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3814 

99 温州之星汽车有限公司 3788 

100 浙江中环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3781 

二、2010 年度温州市制造业纳税 50 强 

 金额单位：万元

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64088 

2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7500 

3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22705 

4 温州中油燃料石化有限公司 21655 

5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19876 

6 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17769 

7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14188 

8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77 

9 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829 

10 英博双鹿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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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11 浙江英博雁荡山啤酒有限公司 8270 

12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7935 

13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6239 

14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774 

15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5431 

16 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 5381 

17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 5343 

18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5261 

19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5009 

20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4923 

21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4605 

22 乐清市宝来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4589 

23 浙江正泰电源电器有限公司 4246 

24 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 4171 

25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876 

26 浙江人民电器有限公司 3718 

27 浙江三星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706 

28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3687 

29 金帝集团有限公司 3684 

30 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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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纳税人名称 
国地税纳

税合计 

31 嘉利特荏原泵业有限公司 3506 

32 瑞立集团有限公司 3456 

33 温州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224 

34 正泰集团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201 

35 兴乐电缆有限公司 3045 

36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2929 

37 浙江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18 

38 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775 

39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2751 

40 环宇集团有限公司 2750 

41 合兴集团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2741 

42 浙江正泰机电电气有限公司 2739 

43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33 

44 泰庆皮革有限公司 2537 

45 合兴集团有限公司 2522 

46 温州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2488 

47 罗赛洛（温州）明胶有限公司 2471 

48 浙江大好大食品有限公司 2366 

49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313 

50 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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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0年度温州市企业集团纳税10强 

单位：万元

排名 企业集团名称 国地税纳税合计 

1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242 

2 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65005 

3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35023 

4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34256 

5 英博双鹿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18703 

6 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 14311 

7 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 12412 

8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988 

9 力西特集团有限公司 10677 

10 昌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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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2010年度温州市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集体 

鹿城区莲池街道、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龙湾区城管与执

法局、龙湾区状元镇、瓯海区景山街道、瓯海区丽岙镇、乐清市

文明办、乐清市乐成镇、瑞安市文明办、瑞安市财政地税局、永

嘉县文明办、永嘉县桥头镇、洞头县文明办、洞头县发展和改革

局、文成县文明办、文成县规划建设局、平阳县文明办、平阳县

昆阳镇、泰顺县烟草专卖局、泰顺县文明办、苍南县文明办、市

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农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明办、市

财政局、市国资委、市统计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温州

大学、温州高速交警支队、中信银行温州分行、市能源监察支队、

市第二实验中学、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四中队、市规划局龙

湾分局建设规划管理科、市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市交通工程质

量监督站、温州大剧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环境保护设计

科学研究院、市城管与执法局机动大队、市房屋登记中心、温州

日报“党报热线”新闻部、温州广电传媒集团广播中心、市土地

登记交易中心、市工商局瓯海分局、温州百一超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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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进个人 

鹿城区：谢文清、虞林新、陈丽蓉 

龙湾区：孔令明 、张崇海、林爱春 

瓯海区：陈剑春、阮良光、李昌磊 

乐清市：马伟林、陈晓泉 

瑞安市：陈艳秋、叶序锋、王必欣 

永嘉县：陈  曦、叶丽华、陈群锋 

洞头县：张建芳、林生宝、郭献武 

文成县：陈燎原、周金勇、李正益 

平阳县：薛  鑫、白洪楞、黄光荣 

泰顺县：董晓华、吴思妙、吴迎茶 

苍南县：李学森 

市直单位：张雨（市委办公室）、张引（市政府办公室）、

程玉泉（市纪委）、叶勇（市委组织部）、柏传奎（市委宣传部）、

郭建（市委政法委）、周杰（市农办）、李利军（市直机关工委）、

沈珠楹、李  妩（市文明办）、王晓林（市发改委）、潘碎权（市

经贸委）、蔡少文（市第三十一中学）、郑海云（市第十一中学）、

魏丽霞（市科技局）、余慧婷（市公安局）、朱克凡（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陈瑜（市民政局）、林思可（市司法局）、林秋（市

财政局）、王燕（市劳动保障局）、方小巧（市规划局鹿城分局） 、

张允（市住建委）、胡明春（市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潘海涛

（市园林绿化养护大队）、薛雯（市交通局）、赵冠南（市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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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薛小莲（市水利局）、林志文（市农业局）、王榕（市

文广新局）、王晓云（市卫生局）、王成维（市中心血站）、高

玉凤（市人口计生委）、余德文（市安监局）、王勤俭（市环境

监察支队）、吴桥、陈浩如（市城管与执法局）、朱晓丰（市体

育局）、王立先（市统计局）、翁明存（市旅游局）、蔡一雷（市

国资委）、林巨欢（市总工会）、刘云峰（团市委）、方黎明（市

妇联）、陈金萍（市房管局）、韩文德（市关工委）、周志坚（温

州日报报业集团）、徐文乐（温州广电传媒集团）、潘胜利（温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陈雷（温州生态园管委会）、林律

（市温瑞塘河保护管委会）、蔡小龙（市工商局）、周科荣（市

质监局）、郑念章、陈小微（市土地登记交易中心）、陈如奏（中

国仪邦集团）、章海燕（温州百一超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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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 

2010年度温州生态市建设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考核奖 

1、各县（市、区） 

优秀：泰顺县、洞头县、文成县、鹿城区、永嘉县、瑞安市 

良好：苍南县、瓯海区、乐清市、平阳县、龙湾区  

2、市级部门 

市农办、市发改委、市经贸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农

业局、市温瑞塘河保护管委会、市水利局、市科技局、市海洋与

渔业局、市林业局 

二、先进个人 

鹿城区：谷朝霞、陈丽蓉、吴雷雨、朱海滨、周策、陈峰 

龙湾区：董峰、陈思崇、王云师、张宣讯、章晓群、潘国武 

瓯海区：曾瑞华、吴雪梅、王挺伟、戴东鹏、李雄、周欢 

乐清市：郑道福、徐建海、张余博、陈加强、朱格西、吴亮 

瑞安市：林永明、蔡永杰、黄秀勇、薛安、虞利巧 

永嘉县：郑利雨、邹显义、陈支持、谢静、郑仁宗、郑旭 

洞头县：郑彬林、叶成、陈赛玉、邵丽华、李立清 

文成县：黄伟、李正益、李文潘、谢俊杰、刘勇 

平阳县：邱益水、肖达盖、周丽君、张士荣、陈万鹏、高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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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谢逢椿、杨秀丽、洪海敏、董元敬、卢郑华 

苍南县：张秀明、王福明、汤秀秀、林光锋、林细线、郑苏平 

市直单位：林兴欢、林生豹（市委办）、徐斌、苏如岭（市

府办）、谢小荣（市农办）、张小红（市发改委）、刘卫平（市

经贸委）、吴方立（市教育局）、钱勇（市人事局）、肖侠（市

财政局）、周洪炜（市民政局）、项延润（市农业局）、叶定池

（市农业局）、周林生（市国土资源局）、周耀宇（市住建委）、

叶向军（市城管与执法局）、诸葛温君（市交通局）、胡昭定（市

卫生局）、陈攀（市海洋与渔业局）、吴洁（市旅游局）、单国

方（市水利局）、周长友（市妇联）、马卿（市环保局）、林曦

（市环保局）、王文有、王炳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陈涵、徐晓东（市温瑞塘河保护管委会）、邹锦雷（温州生态园

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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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9 

 

2010年度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集体 

（一）2010 年度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龙湾区、平阳县、苍南县、洞头县、市交通局、温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工商局 

（二）2010 年度社会治安打击整治工作先进集体 

鹿城区 

（三）2010 年度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先进集体 

 泰顺县 

（四）2010 年度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先进集体 

永嘉县 

二、先进个人 

鹿城区：周基斌、肖忠格、詹  强 

龙湾区：徐国信、陈建淼、黄建斌、王学成 

瓯海区：王汉旺、李小华、陈  可 

乐清市：赵晓锋、周  信、徐国炼 

瑞安市：林圣赞、林绍达、傅道春 

永嘉县：叶建勇、潘南海、虞绍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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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县：林宗仁、郑  香、苏  盛 

文成县：陈永海、陈  铣 

平阳县：林亦俊、林宣阳、王德平、华祯瑞 

泰顺县：严道钦、朱长攀 

苍南县：林晓峰、林  俊、朱昌达、张帮钧 

市直单位：黄荣定、叶国勇（市交通局）、张志宏（市教育

局）、郑邦良、陈忠义（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卢小平、

赵丽娜（市财政局）、郑祖洪（市工商局）、方张锋、黄海滨（市

公安局）、朱振帼（市综治办）、周啸勇（市第 23 中学）、成

直中 （中信银行温州分行）、朱国晓（市卫生局）、林国銮（市

610 办）、孙真（温州生态园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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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0 

 

2010年度全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全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15 个） 

洞头县、泰顺县、温州市公安局、温州市财政局、温州市人

事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鹿城区信访局、龙湾区信访

局、瓯海区景山街道、乐清市信访局、瑞安市汀田镇、永嘉县瓯

北镇、文成县信访局、平阳县鳌江镇、苍南县信访局 

二、全市信访工作先进个人（38 名） 

鹿城区：王  敏、黄坚靖 

龙湾区：王忠立、孙晓武、郑小强 

瓯海区：季华文、林显斌、姜  军 

乐清市：刘小岳、吴国华、林  冰 

瑞安市：陈  凡、涂小平、姜宗羽 

永嘉县：胡伯枢、王旭雄、王晓雄 

洞头县：苏宇曲、刘素婷 

文成县：柳双林、朱  翼 

平阳县：林亦俊、王积文、刘国胜 

泰顺县：郑长松、李  教 

苍南县：陈珊珊、方明朗、黄望远 

市直单位：吴正杰（市纪委）、吴小琴（市委政法委）、翁

- 27 - 



 

士强（市信访局）、金温通（市教育局）、季晓磊（市交警支队）、

张筱琴（市国土资源局）、诸葛瑞滨（市房管局）、李衍（市工

务局）、张奇（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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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全市“十一五”人口计生工作先进奖 

洞头县、瓯海区 

二、全市 2010 年度人口计生工作二十佳村居干部 

鹿城区：丁  艳、杨少春 

龙湾区：张亦杰 

瓯海区：沈  跃 

乐清市：徐福友、夏海燕 

瑞安市：夏春娥、陈秀兰 

永嘉县：刘建鹏 

洞头县：尤良华 

文成县：赵汉龙、胡立活 

平阳县：王振荣、王加卫 

泰顺县：严万丰、杨晓平 

苍南县：吴玲玲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陈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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