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乡镇党委尧人民政府袁市委各部门袁市直尧驻市各
单位院

为打造文化之都尧信仰之都袁深入实施野模范工
程冶袁树立城市标杆袁彰显红都魅力袁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袁根据叶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
公室关于做好 野魅力瑞金窑2017年度时代楷模冶评
选工作的通知曳渊瑞办字也2017页202 号冤要求袁我市
于 2017年 10月启动了野魅力瑞金窑2017年度时代
楷模冶评选工作袁经相关程序袁评选出道德模范等十
大系列共 100 名个人或团体为 2017 年度时代楷
模遥 经市委尧市政府研究袁决定授予刘惟源等 10位
同志或团体为 野瑞金市道德模范冶袁 授予王宗清等

10位同志为野瑞金市十大经济人物冶袁授予龙星宇
等 10位同志为野瑞金市十大脱贫攻坚标兵冶袁授予
刘敏等 10位同志为野瑞金市十大杰出青年冶袁授予
朱皓平等 10位同志为 野瑞金市十大平安卫士冶袁授
予丁林泉等 10位同志为 野瑞金市十大绿色卫士冶袁
授予刘剑等 10位同志或团体为 野瑞金市十大红色
文化传承人冶袁授予丁福庆等 10位同志为野瑞金市
最美教师冶袁授予朱群力等 10位同志为野瑞金市最
美健康卫士冶袁授予兰宏明等 10个家庭为野瑞金市
最美文明家庭冶遥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及团体戒骄戒躁尧 再接再
厉袁在打好野六大攻坚战冶的工作实践中再创佳绩尧

再立新功遥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以时
代楷模为榜样袁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弘
扬社会公德尧职业道德尧家庭美德袁解放思想尧坚定
信心尧顽强拼搏尧艰苦奋斗袁为加快把瑞金建成富有
活力实力魅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尧打造新时代革命
老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模范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附件院野魅力瑞金窑2017年度时代楷模冶当选人
名单

中共瑞金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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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瑞金市野道德模范冶名单
渊一冤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1. 刘惟源 文明瑞金志愿者联

合会志愿者
2. 陈泽柳 武阳镇中心卫生院

党支部书记
渊二冤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3. 陈 璇 瑞林镇下坝初中学

生 陈小金 瑞林镇长沙村村民
4.郑继昌 个体户尧市武协队员
渊三冤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5. 朱六生 瑞金市瑞祥公交公

司司机
6.徐来凤 瑞林镇上芫村村民
渊四冤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7. 钟桂琼 壬田镇中心卫生院

妇产科医师
8. 钟瑞生 市总工会经济技术

部部长
渊五冤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9.朱美英 壬田镇中潭村村民
10.曾发娣 日东乡炉坑村村民
二尧瑞金市野十大经济人物冶名单
1. 王宗清 瑞金九丰现代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 杨洪萌 江西安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3. 何京华 江西省水务集团总

经理助理尧江西省水务集团赣南区域
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兼江西省瑞金
润泉供水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4. 张厚达 中梁地产集团赣南
事业部总经理

5. 张智鹏 江西亚琦集团投资
发展中心总经理尧赣闽商贸物流园项
目总经理

6. 张瑞珍 瑞金市中兴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7. 钟 刚 江西金一电缆有限
公司总经理

8. 聂李迅 瑞金市得邦照明有
限公司董事长

9. 康 曦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瑞金市支行原行长

10.廖勇飞 永盛集团董事长
三尧瑞金市野十大脱贫攻坚标兵冶

名单
1.龙星宇 武阳镇党委副书记
2.朱福平 市委督查室主任
3. 朱 强 泽覃乡扶贫工作站

干事

4.吴运频 叶坪乡党委宣传委
员

5.钟建平 市城建局局长
6. 杨 华 市卫计委驻仰山村

第一书记
7. 杨 锦 市教育局信息中心

主任尧市教育局驻九堡镇珠斗村第一
书记兼工作队长

8. 郭洪涛 市扶贫和移民办干
部

9.袁 立 丁陂乡政府副乡长
10. 梁晓云 沙洲坝镇党委委

员尧武装部长
四尧瑞金市野十大杰出青年冶名单
1.刘 敏 象湖镇政府副镇长
2.刘 辉 市广电新闻中心记者
3.次里达瓦 市公安消防大队特

勤班长
4. 许宝利 瑞金市中专教务处

主任尧红都救援队指导员
5. 何红杏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副主任
6. 陈华平 瑞金市百谷源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7. 周书明 瑞金一中教务处副

主任
8. 胡 鹏 瑞金市红都义工联

合会副会长
9. 钟久椿 红色庄园餐饮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
10.廖俊卿 市公安局宣传科副

科长
五尧瑞金市野十大平安卫士冶名单
1. 朱皓平 市人民法院瑞林法

庭庭长
2. 刘志明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队长
3.刘李春 市金瑞保安公司经理
4. 刘海游 壬田镇下街村治保

主任
5.杨荣强 市委网信办主任
6.杨和平 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
7.林庆龙 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8. 胡彦青 市公安消防大队大

队长
9. 曾晓兵 市国土局武阳分局

局长
10. 廖 怡 象湖镇政府信访办

主任
六尧瑞金市野十大绿色卫士冶名单
1. 丁林泉 市水利局党政办副

主任
2. 朱件生 市环保局党支部副

书记
3. 朱志雄 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清运所副所长
4. 杨小洪 市森林公安局泽覃

派出所副所长
5. 杨美芹 瑞金市祥绿林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6.肖丛亮 市发改委生态科科长
7.吴子军 市矿管局副局长
8. 陈水长 丁陂乡山溪村党支

部书记
9.陈华明 市国土局副局长
10.曾春柳 瑞金市竭诚保洁公

司负责人
七尧瑞金市野十大红色文化传承

人冶名单
1. 刘 剑 武阳镇政府文化站

站长尧武阳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2.刘起辉 原泽覃乡农技站干部
3. 杨青山 叶坪乡武装部副部

长尧文化站站长尧洋坊村党支部书记
4.杨金庆 瑞金市餐饮渊烹饪冤

协会行业会长
5. 杨荣仿 原市工艺美术厂退

休工艺美术师
6. 陈祖芬 中共瑞金市委党校

助理讲师
7. 钟红虹 市广电新闻中心红

都之声频率总监
8.袁春洋 蒸妙集团董事长
9.黄日洪 市中心文化站站长尧

编剧
10.市委党史办
八尧瑞金市野最美教师冶名单
1. 丁福庆 九堡镇石角小学教

师
2.刘先明 瑞金六中副校长
3. 杨启相 瑞金一中宿管处副

主任
4. 杨丽萍 泽覃东洲春蕾小学

教师
5.陈艳丽 英才学校教师
6. 钟文英 叶坪初中教导处主

任
7. 钟燕春 怡安希望小学党支

部书记
8. 徐 英 大柏地初中办公室

主任
9.黄桂维 谢坊初中教师

10.赖桂萍 金都小学教研室副
主任

九尧瑞金市野最美健康卫士冶名单
1. 朱群力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监督一科科长
2.危 丽 市妇幼保健院主治医

生
3. 刘永生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主任
4. 刘晓东 云石山乡中心卫生

院副院长
5. 杨小华 黄柏乡凯丰村乡村

医生
6.杨 聪 市卫生计生委基卫药

政科科长
7. 胡桂兰 市中医院重症监护

室护士长
8. 钟豫萍 叶坪乡卫生和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人员
9.谢学华 万田乡卫生院院长
10.赖瑞兰 市体育舞蹈协会秘

书长
十尧瑞金市野最美文明家庭冶名单
1.夫院兰宏明 泽覃乡安治村村

民曰妻院毛美玲 泽覃乡安治村妇联
主席

2.夫院刘 荣 象湖镇中山路居
委会居民曰妻院杨瑞华 市金都小学
教师

3.夫院钟亚江 市交管大队副大
队长曰妻院梁海燕 市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主任

4.夫院钟蔚玉 壬田镇中潭村村
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曰妻院朱招秀 壬
田镇中潭村村民

5. 夫院 刘小生 原市工商局局
长曰妻院郑小英 市市场物业管理局
退休职工

6.夫院钟元斐 市委政法委副主
任科员曰妻院廖爱华 象湖镇中山路
居委会居民

7.夫院钟香生 九堡镇慈坑村村
民曰妻院凌件婆 九堡镇慈坑村村民

8.夫院陈忠金保 冈面乡上田村
村民曰妻院罗福娣 冈面乡上田村村
民

9.夫院吴南京 瑞林镇上芫村村
民曰妻院林海英 瑞林镇上芫村村民

10.夫院张运兴 市政协退休干
部曰妻院江桂芹 市粮食系统退休干
部

中共瑞金市委 瑞金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魅力瑞金·2017年度时代楷模”的决定

附 件

“魅力瑞金·2017年度时代楷模”当选人名单渊按姓氏笔划排序冤

“魅力瑞金·2017年度时代楷模”

光 荣 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