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委员会
厦委〔2020〕32号

中共厦门市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开发区,市直各单位,各有关

单位:

2019年全市招商大会以来,市委和市政府把招商引资

作为厦门赢得未来的战略性选择,吹响了抓招商促发展、抓

项目增后劲的激扬号角。全市上下按照市委和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强化担当意识,压实攻坚责任,发挥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和主动作为、开拓进取、争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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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拼搏意识,积极投身 “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之

中,招商引资工作呈现量质齐升的可喜态势,涌现出一批勇

于担当、奋发有为的集体和个人。

为树立榜样、鼓励先进,进一步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经研究,决定授予厦门市思明区商务局等40个

单位 “厦门市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丁芸青等

100名同志 “厦门市招商引资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保持和发扬拼搏进取的工作作风,努力再创佳绩、再立

新功。全市各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倾情作为、倾智保障、倾力担当,确

保 “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攻坚年”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

化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厦门市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中 共 厦 门 市 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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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市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名单

一、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 (40个)

厦门市思明区商务局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嘉莲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湖里区商务局

厦门市湖里区发展和改革局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宣传部 (文发办)

厦门市集美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新阳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同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

厦门市翔安区财政局

厦门市翔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自贸片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中心

厦门自贸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

厦门火炬高新区招商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厦门软件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马銮湾新城片区指挥部项目招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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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东海域新城暨现代服务业基地片区指挥部产业招商部

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指挥部产业招商部

厦门信息集团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

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片区指挥部招商部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处

厦门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社会科技处

厦门市信息中心

厦门市财政局预算处

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产业企业服务处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安分局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

厦门市建设局建筑业处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外经处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

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产业招商部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科技与海洋经济处

厦门市体育局体育产业经济处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监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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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政务服务保障中心(厦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协调中心)

二、招商引资工作先进个人 (100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芸青 市招商办服务组副组长

王玮婷 翔安区商务局一级科员

王国宝 市府办经济社会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 婷 市发改委创新与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

王玉琳 市交通局运输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王润地 市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四级主任科员

王培城 市贸促会投资促进部部长、市招商办项目组副

组长、市现代服务业招商组办公室副主任、市

商务局内资处负责人

尤朝暾 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

方文群 市委农办副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石 峰 海沧信息公司EDA运营管理部经理

占兆文 思明区鹭江街道党工委书记

卢良伟 厦门创业中心招商部副经理

代芹琴 自贸委象屿园区办事处招商专员

代 敏 市资源规划局副局长

白锦焜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

包伟文 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吕 方 思明区科信局局长

吕小军 市国资委产业合作促进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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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玲 厦门证监局信息调研处处长

刘爱钦 火炬招商中心副总经理

刘宏宇 市委讲师团四级调研员

刘 翔 港务集团战略投资部副经理

刘凌子 市港口局自贸办副科级干部

江庆生 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一级调研员、马銮湾新

城片区指挥部副总指挥

许晓峰 市机关事务局接待中心督查科科员

许晓虹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营商环境促进处二级主任科员

孙 怡 湖里区商务局投资促进科副科长、湖里区招商

中心副主任

李 毅 同安区委常委、副区长

李财旺 市审计局农业农村与资源环境审计处副处长

李喜瑞 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级主任科员

李欣欣 厦门银保监局政策法规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 斌 湖里区金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杨冠楠 火炬集团产业招商部副经理

杨朝伟 市商务局外资促进处二级调研员

杨 朋 市文旅局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

杨发展 市市政园林局审批处处长

吴志明 市资源规划局翔安分局翔安二所所长、环东海

域新城暨现代服务业基地片区指挥部产业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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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

吴振志 市住房局副局长、集美新城片区指挥部常驻副

总指挥

吴志伟 市科技局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处长

邱舒艺 湖里区禾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张 翼 同安区税务局局长

张福进 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张 宙 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处长

张进金 市建设局建设工程协调处处长

张海滨 湖里区区长助理

张纪魁 市工信局招商办干部

陈锡彬 集美区侨英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丽旋 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副所长

陈剑斌 厦门软投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陈闯健 火炬集团行政管理部经理

陈雅彬 工商银行厦门分行结算与资金管理部高级经理

陈江生 市住房局执法监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环东海

域新城暨现代服务业基地片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陈江波 市委办副主任

陈 欢 市人大城建环资委秘书处处长

陈树苗 市委政法委政治安全处处长

陈 刚 市发改委服务业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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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曦 市工信局创新发展处副处长

陈大铭 市公安局同安分局局长、督察长,同安区副区长

陈呈武 象屿自贸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陈松青 厦门市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陈 楠 人行厦门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科长

邵志强 湖里区招商中心副主任

范筱林 海发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林 晖 自贸委经济发展局招商专员

林殊欣 国贸会展集团工程部项目经理、东部体育会展

新城片区指挥部招商运营部主任助理

林郁香 市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林奕田 市委台港澳办副主任

林瑞才 市海洋局科技与海洋经济处处长

林晓龙 市金融局行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卓云纾 市体育局体育产业经济处工作人员

罗勇平 市工商联经济部二级调研员

周 莹 自贸委办公室对外联络专才

周 蓉 市发改委产业协调处处长

郑海英 同安区招商中心主任

郑巧君 集美新城片区指挥部产业招商部主任

柯碧如 海沧区副区长、市招商办综合组组长

袁 泽 市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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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跃 市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徐火祥 同安区工信局局长

徐 艳 市政协办人秘处处长

徐香平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

翁 睿 集美区商务局副局长

郭三温 翔安区发改局局长、一级调研员

黄 颖 集美区副区长

黄昆明 金圆集团副总经理、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

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

黄祖南 市外办综合处 (国际经济处)处长

黄 涛 湖里区发改局局长

黄条文 市审批管理局网上审批管理处处长

康志然 翔安区商务局局长

董耀辉 市商务局内资处处长、市招商中心主任、马銮

湾新城片区指挥部项目招商部部长

童 杰 市信息中心总工室主任

谢贤辉 思明区商务局投资促进科副科长

简永丰 海沧区发改局局长

蔡德进 海沧区工信局局长

蔡东亮 厦门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可松 厦门城投公司招商运营部副部长

廖家爱 集美区招商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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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跃喜 思明区副区长

戴洁慧 思明区财政局预算科科长

戴乐生 市商务局副局长、市招商办项目组组长、市现

代服务业招商组办公室主任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2020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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