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海口市公安局委员会

海公任〔2020〕25 号

中共海口市公安局委员会
关于刘羽等同志晋升职级的通知

各分局、支队、局机关各部门：

根据工作需要，经民主测评，2020 年 6 月 11 日局党委会议

研究，决定：

刘 羽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全少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郑忠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郑德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李秋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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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绵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唐惠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级警员；

黄雪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户政处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

公安局户政处一级警员；

卢 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情报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公安局情报中心一级警员；

吴文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一级警员；

周地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一级警员；

钱 颖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纪检监察室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纪检监察室一级警员；

郑新虹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一级警员；

陈绵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一级警员；

林仕强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一级警员；

熊燕萍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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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贞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一级警员；

康学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指挥监控中心一级警员；

牛晓牧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宣传科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宣传科一级警员；

林海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指挥监控中心四

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队

一级警员；

陈 捷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车辆管理所

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车辆管理所一

级警员；

陈良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车辆管理所

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车辆管理所一

级警员；

李南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大

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大

队一级警员；

黎丙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大

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大

队一级警员；

许 毅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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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 一级

警员；

梁 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一级警员；

李明鑫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一级警员；

陈燕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一级警员；

李 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违法处理大

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纪检监察室 一

级警员；

陈 丹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秀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秀英大队一级警员；

周小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秀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秀英大队一级警员；

张代见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一级警员；

宁 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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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长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一级警员；

陈 儒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一级警员；

黄 坚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一级警员；

蔡永强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华大队一级警员；

江名委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林维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王有高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林绍群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冯世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黄少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陈善来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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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一级警员；

吴世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一级警员；

林建雄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一级警员；

符家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一级警员；

李 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蓝宗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陈天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张纪丹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杨 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王 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林 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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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宝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四

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一级警

员；

黄恒东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四

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一级警

员；

崔振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四

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一级警

员；

冯淑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政治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治处一级警员；

林师仁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指挥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指挥室一级警员；

林 晖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王康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六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六大队一级警员；

陈 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作战训练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作战训练处一级警员；

刘奇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一级警员；

陈开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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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一级警员；

钟力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一级警员；

沈丽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处一级警员；

叶 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严 东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凡鸿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王慧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四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四大队一级警员；

洪学优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一级警员；

吴清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一级警员；

李高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指挥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指挥室一级警员；

陈冬青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指挥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指挥室一级警员；

翁裕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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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文嗣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谢永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三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三大队一级警员；

吴赐精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四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四大队一级警员；

吴南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五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五大队一级警员；

林小宁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指挥室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指挥室一级警员；

裴 翔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一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一大队一级警员；

陈永清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二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陈学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二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周世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四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四大队一级警员；

庞学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四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四大队一级警员；

袁 源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政工纪检科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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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政工纪检科一级警员；

陈丽娜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指挥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指挥室一级警员；

冯小燕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一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一大队一级警员；

薛 著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何才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指挥室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指挥室一级警员；

谭传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一级警员；

田 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政工纪检科 一级

警员；

黄运雄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三大队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三大队一级警员；

王於再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科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科一级警员；

陈玺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科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科一级警员；

白 岩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签证科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综合科 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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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一级警员；

张超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综合科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海口市第一看守所 一级警员；

寰 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业务指导科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业务指导科一级警员；

陆 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狱侦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狱侦大队一级警员；

吴振波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林 慧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吴 烈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王 慧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谢祥兵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陈云馨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纪哲来同志任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一看守所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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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民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王美转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吴小炜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 海口市

第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罗景文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黄闻波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符亚成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周世旺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陈昌叶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赵宗刚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黄育川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陈 虹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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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建瀛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苏 舒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苏 靖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劳启钊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符 锻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王槐锋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梁益民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林明智同志任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第

二看守所一级警员；

冯伟成同志任海口市拘留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拘留所

一级警员；

陈万连同志任海口市拘留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拘留所

一级警员；

符若珍同志任海口市拘留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拘留所

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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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惠玲同志任海口市拘留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拘留所

一级警员；

韩常利同志任海口市拘留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拘留所

一级警员；

何伟同志任海口市拘留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拘留所一

级警员；

陈少云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吴运起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何小妹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叶 燕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吴 翔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陈积里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倪柯山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吴清海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 15 -

吴钟安同志任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员；

苏 强同志任海口市公安监所管理医院四级警长，免去其海

口市公安监所管理医院一级警员；

黄学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监所管理医院四级警长，免去其海

口市公安监所管理医院一级警员；

吴小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监所管理医院四级警长，免去其海

口市公安监所管理医院一级警员；

符 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维护民警执法权

益办公室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维护民警

执法权益办公室一级警员；

赖梅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法制支队信访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法制支队信访室一级警员；

刘春瑜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法制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法制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努尔买买提·阿布都仁木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一

大队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二大队 一级警

员；

郭俊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二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二大队一级警员；

王 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业务指导大队四

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业务指导大队一级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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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邵文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机动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机动大队一级警员；

刘其远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机动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机动大队一级警员；

邢玮玮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秀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秀英大队一级警员；

陈国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陈 刚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琼山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琼山大队一级警员；

吴清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一级警员；

林 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一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一大队一级警员；

顾复健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政治处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政治处一级警员；

吴文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政治处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政治处一级警员；

李少雄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纪检监察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

中心） 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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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梅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

心） 一级警员；

梁小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王 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 秀英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王 雄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

心） 一级警员；

吴多智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钟兰霞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王 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林 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郭仕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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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李以康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李 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黄庆聪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陈书泽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李小林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陈太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许德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长流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长流派出所一级警员；

林弘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长流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长流派出所一级警员；

王科健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海秀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海秀派出所一级警员；

陈济闻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海秀西路派出所四级

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秀英分局海秀西路派出所一级警员；

吕惠师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永兴派出所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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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永兴派出所一级警员；

展晓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政治处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政治处一级警员；

王莉曼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政治处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政治处一级警员；

许琼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

心） 一级警员；

刘慧萍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康 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王洪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朱 谦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冯春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李爱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法制科一级警员；

陈传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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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张玲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梁 妹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胡琼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郑涵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黎惠琼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黎永銮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陈韦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王诒晶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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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陈泽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曾德勤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郭仁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童 严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龙英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王 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吴清群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国保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国保大队一级警员；

陈多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符 杨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黎 承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禁毒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禁毒大队一级警员；

吴建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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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杨 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司志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祝 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王琼臻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李 昕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龙桥派出所 一级警员；

杜建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便衣警察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便衣警察大队一级警员；

徐 浩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便衣警察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便衣警察大队一级警员；

陈 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遵谭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遵谭派出所一级警员；

苏朝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新坡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新坡派出所一级警员；

卞维武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龙泉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陈明亮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宇派出所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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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金宇派出所一级警员；

李莉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宇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宇派出所一级警员；

吴岳全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贸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金贸派出所一级警员；

王学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海垦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海垦派出所一级警员；

符儒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大同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巡逻防控大队 一级警员；

赖囿融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滨海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滨海派出所一级警员；

杜崭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滨海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治安大队 一级警员；

李平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蔡秀源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郭礼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康起隆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陈 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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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法制科一级警员；

冯晓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法制科一级警员；

蔡蓉萍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董庆梅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吴建腾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刘晓雁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汤丽萍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吴书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陈宗兴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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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洁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符春桃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符 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张 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司延宾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陈少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周兴财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国保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国保大队一级警员；

龙官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洪小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张会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禁毒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禁毒大队一级警员；

王珮洁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禁毒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禁毒大队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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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

（办证中心） 一级警员；

杨 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新民派出所一级警员；

李 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吴岳霄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温漫天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张昌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龙塘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龙塘派出所一级警员；

罗春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龙昆南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

（办证中心） 一级警员；

李德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旧州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一级警员；

陈 军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凤翔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琼山分局凤翔派出所一级警员；

谢冰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东昌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 琼山分局东昌派出所一级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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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烨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一级警员；

符春净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忠介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忠介派出所一级警员；

招江恒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冯全祥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纪检监察室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纪检监察室一级警员；

王馨联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谢素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陈秀芝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邝素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法制科一级警员；

陈诗积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去

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法制科一级警员；

符 青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黄兰英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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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毛和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任喜学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刘永泉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占少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陈巧颖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谢辰昕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韩 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

务中心（办证中心）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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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证中心）一级警员；

符兴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叶传周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国保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国保大队一级警员；

郑红丽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国保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国保大队一级警员；

林道霖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朱发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

吴豪壮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禁毒大队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禁毒大队一级警员；

刘志明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陈文忠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吴青贵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林志宏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周业胜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 30 -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黄文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蔡雁海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林小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方东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张新和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陈海波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卢 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巡逻防控大队一级警员；

王 飞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便衣警察大队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便衣警察大队一级警员；

陈 雷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蓝天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蓝天派出所一级警员；

林召劲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蓝天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张 艳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海府路派出所四级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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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海府路派出所一级警员；

王跃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海甸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海甸派出所一级警员；

李云峰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桂林洋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桂林洋派出所一级警员；

冯宗源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桂林洋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桂林洋派出所一级警员；

罗英俊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博爱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海口市拘留所 一级警员；

李 恩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白沙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白沙派出所一级警员；

冯所利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白龙派出所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白龙派出所一级警员；

沈世振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指挥室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指挥室一级警员；

周白云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法制科四级警长，免

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法制科一级警员；

蒙绪奋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李金龙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

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一级警员；

黄日生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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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一级警员；

陈小亮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金盘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金盘派出所一级警员；

陈惠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金盘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 一级警员；

李文智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美安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美安派出所一级警员；

林 勇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美安派出所四级警

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美安派出所一级警员；

郭海清同志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国际机场分局警令处指挥

室四级警长，免去其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国际机场分局警令处指挥

室一级警员。

上述同志晋升职级后，原任领导职务不变。

中共海口市公安局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口市公安局政治部 2020年6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