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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表彰锦州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单位）

发表时间：2013年01月06日 10:01      来源：市委政法委政治部      责编：孙松玲

锦州长安网讯

  2012年初，根据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锦州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统开展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强力推进，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加强了全市政法队伍建设，推动了各项政法工作的科学发展。全市政法机关

涌现出了一批信念坚定、执法为民、公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市委政法委决定，结合全市“人民满意

政法干警（单位）”评选活动在全市政法机关进行总结表彰。经各地区、各部门民主推荐、组织考查、政法委审核，初步确定45个单位和101名个人

为拟表彰单位（人选）。现予以公示。公开电话：2182025。       
                  拟表彰锦州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单位）”名单

市公安局

单位（6）：

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六大队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处突三大队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安保大队

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个人（21）：

曹晓宇（女）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技术二大队民警

崔璐迪      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现行大队民警

郝  刚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突击队民警

耿  亮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处突一大队民警

宁艳库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凌河大队中百中队中队长

杨晓剑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古塔大队民警

刘基武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山大队民警

刘大为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民警

乔元军      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拘留所民警

李秀文（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女子看守所民警

王海新      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

李嵋珊      市公安局大队长

齐继庆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行动队民警

柴  勇     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情报信息大队大队长

耿德福     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监控大队大队长

刘传祥     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

黄庆雷     市公安局社区警务管理支队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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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森     市公安局交通分局长途客运派出所民警

李晓华     市公安局港口分局治安大队民警

张  扬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综合考核处民警

陶长森     市公安局信访处民警

市检察院

单位（2）：

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

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处

个人（3）：

张美文     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

沈佳辉     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

刘  飞     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检察处副处长

市中级人民法院

单位（2）：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个人（4）：

邓继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

王玉龙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高  帆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

吕兆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干事

市司法局

单位（2）：

市法律援助中心

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出入所教育队

个人（4）：

赵景文    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马  勇    市劳动教养管理所七大队大队长

那  晑    市公证服务中心副主任科员

王志辉    市公证处科员

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1）：

市国家安全局一处

个人（2）：

石春瑛    市国家安全局三处副处长

姜德才    市国家安全局四处副处长

黑山县

单位（4）：

黑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黑山县人民法院励家法庭

黑山县司法局段家司法所

个人（10）：

王福军      黑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汪  涛      黑山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中队长

兰铁中      黑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万国忠      黑山县公安局黑山镇派出所所长

赵福利      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赵学文      黑山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

董志伟      黑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纪检组长、办公室主任

王  晶（女）黑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英健      黑山县公证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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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国      黑山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北镇市

单位（4）：

北镇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北镇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北镇市公证处

个人（9）：

徐大宝    北镇市公安局广宁镇派出所民警

刘元华     北镇市公安局沟帮子派出所副所长

佟俊波     北镇市公安局中安派出所副所长

关玉新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

刘  哲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魏  巍     北镇市人民法院院长助理、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李少华     北镇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齐铁成     北镇市司法局局长

赵银钰     北镇市司法局闾阳司法所所长兼社区矫正科科长

凌海市

单位（4）：

凌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凌海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

凌海市人民法院新庄子法庭

凌海市司法局阎家司法所

个人（11）：

王  敬（女）凌海市公安局社区警务管理大队教导员

张宏斌      凌海市公安局闫家派出所所长

李  滨      凌海市公安局双羊派出所所长

徐立新      凌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赵  明      凌海市公安局翠岩派出所副所长

宋佳栋      凌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王力田      凌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王志丽（女）凌海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科长

李大明      凌海市人民法院石山人民法庭庭长

杨  波      凌海市人民法院执行一庭法官

高艳丽（女）凌海市司法局大凌河司法所司法助理

义县

单位（4）：

义县公安局七里河派出所

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义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

义县司法局七里河司法所

个人（9）：

刘兴军      义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

李  刚      义县公安局义州镇派出所副所长

石  岩      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

刘  阳      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

赵  亮      义县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祁一鸣      义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员

尹  明      义县人民法院九道岭法庭助理审判员

李  岩      义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

陈乃涛      义县司法局头道河司法所所长

凌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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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4）：

凌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

凌河公安分局正大派出所

凌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凌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个人（9）：

张玉坤      凌河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彭  博（女）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民警

晏生斌      凌河公安分局菊园派出所副所长

刘春阳      凌河公安分局社区管理大队民警

陈  鑫      凌河公安分局锦铁派出所民警

刘  凌（女）凌河区人民检察院控申科科长

冯英德      凌河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执行员

张旭芳（女）凌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

崔  莉（女）凌河区司法局紫荆司法所所长

古塔区

单位（4）：

古塔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古塔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古塔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古塔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个人（8）：

邱锦林      古塔区综治办副主任

符  晓（女）古塔公安分局政治处民警

张  博（女）古塔公安分局纪检委副书记

杨郑春      古塔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副科长

张延燕（女）古塔区人民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

夏  芳（女）古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贾英博（女）古塔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王  金（女）古塔区司法局副局长

太和区

单位（4）：

太和公安分局北郊派出所

太和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太和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太和区人民法院北郊法庭

个人（6）：

杨  杨      太和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

史  雷      太和公安分局机场派出所所长

迟长余      太和区人民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

李立辉      太和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

唐文武      太和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董兴华      太和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松山新区

单位（2）：

松山公安分局南山派出所

松山新区人民法庭

个人（2）：

郭东宇      松山公安分局南山派出所所长

李丽辉（女）松山新区人民法庭审判员

沿海经济区

单位（2）：



11/4/2019 拟表彰锦州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单位）-长安发布-锦州长安网

www.jzpa.cn/html/content_2085.htm 5/5

【收藏此页】【打印此文】【关闭窗口】【字号：大、中、小】

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王家窝铺派出所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个人（3）：

刘  尧      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天桥派出所所长

赵小东      龙栖湾新区公安分局娘娘宫派出所民警

杨畅英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副庭长、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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