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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
对象（100名）

姜吉波（女） 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
南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理顺 宁波市海曙区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车间主任

朱升海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胜丰
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林颖俊（女）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

乐美囝（女） 宁波市海曙区月湖街道
县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剑勇 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发展服
务办主任

鲁根水 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杖锡花
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何国平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党
委书记、总经理

郎巧恋（女） 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道
天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洁静（女） 宁波市江北区外滩街道
白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吴华军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5号工厂
运营副总监

熊国阳 宁波市惠贞书院初中党支部
书记、副校长

陈岳彪 宁波甬江数字经济产业链联
合党支部书记、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熊佩娜（女）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
三和嘉园业委会主任

王 斌 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信息科技事业部副经理

范晓晶（女） 宁波市镇海区仁爱中学
政教处主任

王明芬（女） 宁波市镇海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党委委员、三级调研员

郑 云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觉渡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维娜（女） 宁波市镇海区政务服务
办公室无差别窗口负责人

李 军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备碶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丁玉涛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设备
维保研发部主管

於鞍钢 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
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经理

胡群雄 宁波市北仑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

王建垂 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党总支书
记、校长

刘学文 宁波市鄞州区委办公室主任
陈满标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三塘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邵 琴（女） 宁波市鄞州区白鹤街道

丹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邵元楷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甬江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正一 宁波市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公共服务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吴 敦 宝略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董事长
沈 敏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实验室主任
陆 滢（女） 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党

委委员、副院长
林 炯 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云龙司

法所所长
陈四海 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雷山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钟雪珍（女） 宁波市圆蓝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朱宁苏（女）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医院医

共体护理部副总护士长、内科病区护士长（兼）
王盛龙 宁波市奉化区滕头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主任
钱建宏 宁波市奉化区乐享志愿服务

队队长
卓仲强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党工委

书记、宁波宁南贸易物流区党工委副书记（兼）
印彭耀 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道印家

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昌校 萧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
张丽红（女） 余姚市低塘街道党工委

书记
朱建立 余姚市兰江街道磨刀桥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应春龙 余姚市三七市镇幸福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劳玲玲（女） 余姚市梨洲街道白云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 优（女） 余姚市梁弄镇党委副书记

丰 华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管静维（女） 浙江余姚人才创业园管
理中心党组成员、建设办主任

康年松 余姚市中医医院内科急诊党
支部书记，治未病科、科教科主任

何水英（女） 余姚市殡仪馆党支部书
记、主任

马安娜（女） 慈溪市浒山街道东门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叶志勇 慈溪市龙山镇施公山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 青 慈溪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管网
管理科科员

曹尧林 慈溪市万能电子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精益办主任

励金敖 慈溪市匡堰派出所原民警
魏海明 慈溪市周巷镇劳家埭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叶海峰 慈溪市第二实验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
顾四军 慈溪市观海卫镇上横街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应群芳（女）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总院产科副主任
林仙菊（女） 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宁海县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队队长

李 强 艾美卫信生物药业（浙江）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 淼（女） 得力集团党委委员、辛岭
第二党支部书记，总裁助理

陈刚满 宁海海山丰水产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一市镇前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尤建义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徐长群（女） 浙江省宁海中学党委委
员、副校长

章仉香（女） 宁波日安阀门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工程中心主任（兼）

王雪峰 宁海县第二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党委书记

杨梓良 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
组书记、局长

陈绍雷 象山县抗癌康复协会会长
黄立江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党委委员、总院内科二党支部书记、消
化内科副主任

郭克亮 象山县公安局新桥派出所民警
宋祖益 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朱国艇 象山县丹东街道金秋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成定 象山县定塘镇叶口山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喜海 宁波骏嘉重型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综合车间主任
李旭君 宁波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管理

处处长
褚圣洁 宁波市黄湖监狱教育改造科

二级警长
宓 红（女） 宁波市委党校经济学教

研部主任、教授
刘 俊 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

第二党支部书记、就业创业促进处处长
钟 晨（女） 宁波市国家安全局三支

队副支队长
潘相武 宁波市委改革办改革二处副

处长
王吉云 宁波银行总行金融科技部-运

维管理部高级副经理（主持工作）
徐志豪 宁波市农科院第五党支部书

记、农业新品种引进中心主任、农村发展和信
息研究所副所长

张程明 宁波市气象台副台长
吕忠仙 宁波市妇联权益部部长
吴 韬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委员，宁

波诺丁汉大学理工学院院长、诺丁汉大学宁
波新材料研究院院长

李 霞（女） 宁波市效实中学学生处
主任

葛楚天 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
院副院长、动物性别与发育重点研究所所长

邵迎春（女） 宁波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费素定（女）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护理学院院长
史鹏程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朱 琦 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新

周污水处理厂运行一班班长
张晓妍（女） 宁波市歌舞剧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杨森林 4805 工厂象山修船厂党委委

员、副厂长
武善君 吉利制造工程（ME）中心党委

书记
柳 波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行政

管理部经理
黄良丰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陆涛涛 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卫生健

康服务中心副主任
罗树庚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
汤锡德 宁波东钱湖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二、宁波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
彰对象（100名）

董玲红（女） 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
南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 霞（女）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党委书记、副校长

王 刚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郑荣慧（女） 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
鼓楼商圈党委副书记

方春科（女） 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第
二党支部书记、第一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
检察官

陈宏虹（女） 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
党工委委员、机关党总支书记

王高燕（女） 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李
岙村党支部副书记

施鹤峰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党委委员
周晓甬 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副主任
余国平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下沈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穆世勇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童家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尉宾娟（女） 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

党建办主任、团工委书记
唐新球 浙江广宜人力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阮志华 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徐俊美（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第一党支部书记、刑庭庭长
赵剑军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中一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方笑挺（女）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

道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新业 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党总

支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谢 杰 宁波市镇海区委两新工委专

职副书记、区委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
张秀英（女）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

红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陆琪燕（女）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

横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贺 霁（女） 张人亚党章学堂展陈组

负责人、北仑区霞浦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长
洪柳亚（女） 粤海永顺泰（宁波）麦芽

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
冯颖子（女）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街道

党建办主任
严青春（女） 宁波市鄞州区白鹤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
蔡国成 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立华 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党总支书记、律师、高级合伙人
郑海康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商会党支

部书记，鄞州锡青铜带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佳曦（女） 宁波（鄞州）社会组织创

新园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鄞州区社会工作
协会会长

周妙亚（女） 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中
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李 谆（女） 宁波市鄞州区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投资项目服务党支部书记，鄞州区
发展和改革局审批科科长

徐燕芸（女） 中汇（宁波）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张小静（女）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党
建办主任

缪静锬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缪家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竺 江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居敬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陆小军 浙拖奔野（宁波）拖拉机制造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楼淑琴（女）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
新民社区银辉党支部书记、龙津尚都业委会
副主任

毛铭华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党工
委委员

周鹏洪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溪一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翁亚君（女） 宁波艾维洁具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

蒋孟继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甬山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陆卫明 余姚市丈亭镇渔溪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唐建新 余姚市四明山镇棠溪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洪 湖 余姚市大隐镇云旱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孙珍荣 余姚市凤山街道凤山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郑东明 余姚市陆埠镇党委委员
岑忠良 余姚市教育局党委专职副书

记、机关党委书记
倪 银（女） 余姚市泗门镇党建办党

支部书记、主任

马松苗 余姚市新丰轴承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总经理

叶惠达 宁波时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陈永高 慈溪市水利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机关党委书记

陆雪峰 慈溪市宗汉街道桃园江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施群霞（女） 慈溪市古塘街道金桥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钱林宝 慈溪市掌起镇陈家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

裘宏山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党总
支书记、校长

杨建业 慈溪市胜山镇胜西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杭莉（女） 浙江双羊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委员、总经办主任

张松军 慈溪市新浦镇六甲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国磊 慈溪长三角市场群投资有限
公司慈溪农贸城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叶 挺 宁海县强蛟镇党委书记
龚欢庆 宁海县长街镇党建办主任
王优萍（女） 宁海县卫生健康局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
罗 沛 宁海县前童镇民宿产业党建

联盟党支部书记、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

李伟东 宁海县梅林街道花园社区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方权 宁海县岔路镇下畈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夏丁辉 宁海强蛟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党支部委员、党群办主任、工会副主席

鲍允伟 宁海县长街镇总浦塘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俞炯志 浙江省象山中学党委书记
朱中华 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海波 象山县丹西街道瑶琳社区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良明 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陈云勤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陈 玲（女）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

疗健康集团总院妇儿党支部书记、儿科副主
任、新生儿科主任

赵 静（女） 象山县墙头镇党委委员
李 杰 象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陈亚萍（女） 宁波市民康医院党总支

书记、院长
胡荣誉 宁波市委政法委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朱训想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劳动关系处处长
胡 剑（女）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市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直
属机关纪委书记

刘菲菲（女）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胡 颖（女） 宁波市交通运输局综合
行政执法队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单 佳（女） 宁波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党支部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胡小建 宁波通商银行党委办公室主
任助理

马文彬 宁波市国资委机关二支部书
记、党建工作处处长

杨真照 宁波市总工会机关第三党支
部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

刘 琳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党
委书记

戴文军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党委书记、
副校长

傅祖栋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副部长

张 力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马学名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商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纪检委员

闫巧玲（女）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副
总经理）

余新波 浙江宁旅产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夏 岚（女） 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党
委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副主任

吕志芳 中交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甬舟项目总部党总支书记

章玉亚（女） 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镇
海星村党委副书记

邱海龙 宁波进口商品市场党总支副
书记，宁波保税区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副总经理

李 然 宁波大榭开发区大榭街道党
建办副主任

刘雨香（女） 宁波国家高新区贵驷街
道党工委委员

齐妙芳（女） 宁波国家高新区梅墟街
道梅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舒飞波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红林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三、宁波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
彰对象（100个）

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文昌社区党委
宁波站区域综合党委
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党支部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山下庄村党总支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宁波市海曙区中宁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中心小学党支部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民乐村党总支
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牡丹社区党委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外漕村党支部
宁波市江北区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党

支部
宁波市江北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总支
宁波市江北区律师行业党委
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文竹社区党总支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海港社区党委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静远社区党总支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迎周村党总支
宁波市镇海区新城楼宇综合党委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金邑社区金邑

水岸小区业委会党支部
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花木协会党支部
宁波市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机关党委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街道小门村党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鄞州区税务局首

南税务所党支部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回龙村党总支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东光村党支部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桥花园社区

党委
宁波东南大厦党委
宁波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
宁波精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宁波市鄞州区奥克斯集团明州医院党委
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谢界山村党支部
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马头村党委
浙江捷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党委
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岳林派出所党

支部
宁波市奉化区松岙镇上汪村党支部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锦山社区党委
奉化龙津实验学校党支部
余姚市泗门镇党委
余姚市黄家埠镇十六户村党总支
余姚市大岚镇柿林村党支部
余姚市凤山街道东江社区党总支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余姚市河姆渡镇翁方村党总支
余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党总支
余姚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
慈溪市白沙路街道西华头村党委
慈溪市劳特电器有限公司党支部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

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周巷税务

所党支部
慈溪市实验幼儿园党支部
慈溪市匡堰镇倡隆村党委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慈溪市长河镇垫桥村党委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党委
宁海县西店镇党委
宁海县公安局行动侦查大队党支部
宁海县急救站党支部
宁海县桃源街道下桥村党支部
宁海县胡陈乡梅山村党支部
宁海县跃龙街道兴圃社区党委
宁海县企业服务中心党支部
宁波润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象山县石浦镇党委
象山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支部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象山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象山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党支部
象山县涂茨镇黄沙村党支部
象山县爵溪街道龙溪社区党总支
浙江之鹰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宁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征收管理中心

党总支
宁波市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
宁波市政府办公厅机关第七党支部
宁波市政协机关党委
宁波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党支部
宁波市第一医院党委
宁波市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院党

支部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直属机关党委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新闻综合广播、老少

广播频率群党支部
宁波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处党支部
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力学与

工程科学系教师党支部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机电与能源工程学

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宁波经贸学校党委
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教工第一

党支部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党总支
宁波和丰创意广场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党支部
宁波市热力有限公司党支部
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客

户经营事业部党支部
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镇宏兴村党委
宁波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党委
宁波大榭开发区机关党委
宁波国家高新区聚贤街道菁华社区党

支部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清泉

社区党支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市
委决定开展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表彰活
动。根据有关规定，经组织推荐、逐级遴
选、征求意见、严格考察等程序，市委研究
确定了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现按规定对拟表彰对象
予以公示。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的，及
时向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
题须实事求是，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

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需
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

联系处室：市委组织部组织处
联系电话：0574-89182907，0574-

89185497 （传真）
通 信 地 址 ：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宁 穿 路

2001 号 1 号楼
邮政编码：315066
电子邮箱：nbzzbzzc@163.com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
2021年6月24日

关于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宁波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宁波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宁波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宁波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