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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共34个）

北京市

朝阳区图书馆
天津市

红桥区教育局
河北省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山西省

山西省荣军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额济纳旗东风镇
辽宁省

铁岭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吉林省

吉林市丰满区江南街道长江社区
黑龙江省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
江苏省

国家电网南通供电公司
浙江省

舟山市普陀区退役军人创业园服务

中心
安徽省

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办事处
福建省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

井冈山管理局景区行政执法处
山东省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济南战役纪念
馆）

河南省

信阳市公安局
湖北省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办事处
湖南省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东省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公安局
海南省

海口市教育局
重庆市

民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好日子社
区

贵州省

贵阳市教育局
云南省

陇川县章凤镇拉勐村新寨村民五组
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人民政府
陕西省

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刘家峡镇人
民政府

青海省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民政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弘文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师北屯市一八六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防司统筹

建设处
中央企业

南方电网三沙供电局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共25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31112部队警卫三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81部队 50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9216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竺可桢船
中国人民解放军92786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057部队 68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3808部队 57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5944部队 60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861部队政治工

作部组织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7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6035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5833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3650部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32514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618部队格尔木

军事代表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

心重症医学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宣传教育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宽甸满族自

治县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井冈山市人

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警卫勤

务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实验艺术剧院乐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机动第四支队机动五大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河南省总队

南阳支队机动大队机动二中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浙

江支队温州大队13601舰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和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名单
（共59个）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共70名）

北京市

赵蓬欣 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主任
赵 霞（女） 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
天津市

张松岳 天津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
二级主任科员

赵 印 武清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安
置科科长

河北省

王爱英（女） 邯郸市爱国拥军联合
会主席

曲纪双（女） 承德金航商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

山西省

赵 芳（女） 晋中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双拥专职干部

宋晓文 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汉河
沟村党支部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

张立洁（女） 内蒙古金葫芦大数据
产业有限公司总裁

王淑华（女） 包头市军供站站长
辽宁省

陈美霖（女） 辽宁和佳园林绿化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峰（女） 鞍山日报首席记者
吉林省

宁凤莲 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党委
书记兼董事长

王淑清（女） 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
社区党委书记

黑龙江省

宋金和 佳木斯市博物馆日军侵华
罪证陈列馆分馆馆长

寇立国 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
上海市

姜兴全 青浦区白鹤镇沈联村村民
委员会主任

褚冬霞（女） 上海凝冰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江苏省

施文进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朱立凤（女）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
道翠竹南区第一社区群众

浙江省

叶美英（女） 丽水市莲都区峰源乡
正岙村村民

黄金国 宁波市大榭开发区管委会
一级调研员

安徽省

苏本放 淮南市架河镇武庙村党总
支书记

陈红英（女） 广德市委书记
福建省

郑东升 军鹏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姚淑蓉（女） 莆田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四级调研员

江西省

胡细毛仔 南丰县莱溪乡上井村村
民

廖泽方 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主任
山东省

柳富林 金猴集团董事长
刘洪华（女） 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双拥处处长
河南省

彭晓君（女） 漯河市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梁 辉 柘城县委书记
湖北省

吴少勋 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开明 罗田县九资河镇太阳寨村

村民
湖南省

汤瑞仁（女）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
村民

侯平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教育
局局长

广东省

林秀浩 汕头市黑牛资本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董事长

李新华 深圳市宝安华发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姚小玲（女） 北海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馆长

黎春凤（女） 钟山县残疾人联合会
理事长

海南省

王书茂 琼海市潭门镇海上民兵连
副连长

张礼富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用地规划科科长

重庆市

李宗良 重庆西藏中学校长
彭小兵 武隆区凤山街道红豆社区

党总支书记
四川省

唐明现（女） 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
公司退休职工

李永兴（土家族） 交通运输厅高速
公路交通执法第三支队十七大队大队长

贵州省

李 毅（女） 福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桂敏（女，布依族） 安顺市西秀

区宁古镇上苑村村民
云南省

俞锦方 云南湄公河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计永波 富源县城市综合管理局职
工

西藏自治区

陶启文 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党
委书记

次仁罗布（藏族） 札达县底雅乡底
雅村党支部书记

陕西省

王友民 陕西容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廖永彬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主治医师

甘肃省

于启辉 嘉峪关市钢城街道兰新社
区武装部长

孙小燕（女） 陇南康神苦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青海省

仁 欠（藏族） 哈尔盖军供站站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索德胜 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
党支部书记

聂广进 宁夏固原进元驾驶人培训
学校校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拉齐尼·巴依卡（塔吉克族） 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兰干村
护边员

牟宗宝 阿克苏市宗宝园艺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帕提古丽·买买提（女，维吾尔族）
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路街道共建路社区
居委会主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杨付荣（女） 第八师石河子市退休
人员

刘广彬 阿拉尔天浩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

中央和国家机关

王 恬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军
粮供应服务中心综合处处长

中央企业

孙金宏（满族） 国家电网鞍山供电
公司党委书记

侯继江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云
网运营部应急服务保障处处长

林锡麟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危品货监经理

单绍立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融合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李峰光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劳
动和卫生部劳动组织处副处长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共30名）

高 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局干事

陈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
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局干事

祝春桥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436部
队政治委员

张倨卿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138部
队干事

杨德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 65447部
队 51分队政治指导员

丁连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308部

队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喻 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

区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处处长
沈 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海军医院医师
邢成宾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

海军政治工作部办公室助理员
龚学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147部

队 71分队二级军士长
王向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

医学中心医疗保障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傅春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603部

队医院卫勤处处长、主治医师
赵莉莉（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66部队 83分队上士
罗 霄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82部

队 60分队分队长
余小平（彝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790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干事
李 潇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总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朝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三医学中心眼科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
王 博（女）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政治工作局组织纪检处干事
裴占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太

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科长
陈 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

区警备纠察队政治教导员
杨 凯（侗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

南省沅陵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张国锋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政治工作局组织纪检监察
处干事

陆倍倍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某部参谋

郑亚明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
局政治工作局干事

古树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政治机关工作系军队群众工作
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罗 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
大学某系教授

李 根（蒙古族） 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内蒙古自治区总队政治工作部保
卫处干事

任 岗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
川省总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处长

尚小龙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
肃省总队临夏支队副参谋长

孙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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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
干事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和拥政爱民模范名单
（共100名）

北京市（14个）

西城区、海淀区、东城区、昌平区、朝
阳区、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大兴
区、通州区、怀柔区、顺义区、房山区、延
庆区

天津市（11个）

和平区、河西区、武清区、滨海新区、
蓟州区、东丽区、西青区、南开区、河东
区、河北区、北辰区

河北省（17个）

邯郸市、唐山市、保定市、张家口市、
石家庄市、廊坊市、承德市、秦皇岛市、沧
州市、涉县、高碑店市、正定县、乐亭县、涿
州市、平山县、大厂回族自治县、怀来县

山西省（11个）

太原市、大同市、运城市、长治市、忻
州市、阳泉市、晋城市、吕梁市、朔州市、
晋中市、岢岚县

内蒙古自治区（13个）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
通辽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
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满洲里市、二连
浩特市、乌兰浩特市、额济纳旗

辽宁省（13个）

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本溪市、丹
东市、锦州市、营口市、阜新市、辽阳市、朝
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抚顺市望花区

吉林省（13个）

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白

山市、白城市、梅河口市、柳河县、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洮南市、延吉市、敦化市、珲
春市

黑龙江省（13个）

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
黑河市、双鸭山市、牡丹江市、鸡西市、大
庆市、伊春市、克山县、同江市、鸡东县、
萝北县

上海市（14个）

徐汇区、虹口区、静安区、嘉定区、浦
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黄浦区、杨浦区、
崇明区、奉贤区、普陀区、松江区、长宁区

江苏省（18个）

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
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
市、扬州市、泰州市、宿迁市、江阴市、宜
兴市、新沂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

浙江省（16个）

湖州市、杭州市、宁波市、舟山市、金
华市、衢州市、绍兴市、台州市、温州市、

丽水市、嘉兴市、长兴县、象山县、义乌
市、瑞安市、平湖市

安徽省（14个）

滁州市、池州市、芜湖市、黄山市、安
庆市、宣城市、马鞍山市、淮北市、合肥市、
蚌埠市、铜陵市、宿州市、亳州市、六安市

福建省（19个）

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泉州市、三
明市、晋江市、福清市、石狮市、永安市、
龙岩市、漳州市、南平市、宁德市、东山
县、南安市、上杭县、武夷山市、连江县、
连城县

江西省（13个）

南昌市、九江市、赣州市、景德镇市、
吉安市、萍乡市、宜春市、抚州市、新余
市、井冈山市、兴国县、贵溪市、德兴市

山东省（20个）

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枣庄市、东
营市、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泰安市、
威海市、日照市、临沂市、德州市、聊城

市、滨州市、菏泽市、龙口市、嘉祥县、荣
成市、蒙阴县

河南省（18个）

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
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
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周口市、
驻马店市、巩义市、邓州市、永城市、新县

湖北省（13个）

武汉市、宜昌市、襄阳市、孝感市、黄
冈市、荆州市、十堰市、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红安县、当阳市、广水市、赤壁
市、谷城县

湖南省（12个）

长沙市、常德市、怀化市、湘潭市、邵
阳市、株洲市、衡阳市、娄底市、会同县、
长沙县、嘉禾县、韶山市

广东省（17个）

广州市、东莞市、惠州市、佛山市、湛
江市、珠海市、深圳市、汕头市、梅州市、
韶关市、肇庆市、江门市、中山市、阳江

市、河源市、清远市、博罗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13个）

南宁市、桂林市、贵港市、防城港市、
柳州市、玉林市、梧州市、百色市、贺州
市、东兰县、灵山县、凭祥市、象州县

海南省（8个）

三亚市、文昌市、海口市、琼海市、儋
州市、东方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沙市

重庆市（13个）

江津区、万州区、沙坪坝区、江北区、
渝北区、九龙坡区、开州区、渝中区、黔江
区、铜梁区、武隆区、南岸区、巴南区

四川省（17个）

成都市、绵阳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邛崃市、达州市、广安市、乐山市、泸
州市、遂宁市、崇州市、宜宾市、资阳市、
隆昌市、巴中市、广元市、西昌市、金堂县

贵州省（9个）

贵阳市、福泉市、遵义市、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六盘水市、思

南县、从江县、毕节市
云南省（11个）

昆明市、开远市、玉溪市、曲靖市、普
洱市、楚雄市、蒙自市、麻栗坡县、临沧
市、芒市、香格里拉市

西藏自治区（9个）

拉萨市、日喀则市、当雄县、亚东县、
错那县、米林县、比如县、日土县、札达县

陕西省（12个）

西安市、延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
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武功县、
神木市、子长市、富平县

甘肃省（9个）

兰州市、天水市、酒泉市、张掖市、平
凉市、白银市、金昌市、定西市、武威市

青海省（7个）

西宁市、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班玛县、海东市平安
区、泽库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6个）

银川市、吴忠市、彭阳县、青铜峡市、
贺兰县、中宁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6个）

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阿克苏
市、吐鲁番市、昌吉市、库尔勒市、哈巴河
县、哈密市、乌恰县、奎屯市、和田市、喀
什市、乌苏市、疏勒县、博乐市、沙湾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个）

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一师阿拉尔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名单
（共411个）

北部战区陆军某部组织官兵来到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济南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陈炳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