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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人社发〔2022〕2号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表彰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州（市）、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处室（局、中

心、院、所），省社会保险局、省就业局、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云南技师学院、云南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云南冶金高级技工

学校：

近年来，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民生

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围绕中心、



— 2 —

服务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各项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树立典型、弘扬先进、凝聚力量，激励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系统干部职工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决定：授予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50个集体“云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昆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陈华见等 100名个人“云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是全省人社部门和人社工作者

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的在抗疫一线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的在推

进事业中顽强拼搏、建功立业，有的在改革发展中勇挑重担、开拓

进取，有的在服务群众中坚守初心、默默奉献，集中体现了全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干部职工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求

真务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人民至上、真情服务的为民情怀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不骄不躁，再接

再厉、接续奋斗，在服务我省跨越发展大局、推动新时代人社事业

改革发展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干部职

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人社为民的价值取向，不忘初心、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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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推动全省人社事业创新发展，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附件：1..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集体表彰对象名单

2..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名单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 1月 25日



附件 1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集体
表彰对象名单

昆明市（6个）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五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晋宁区劳动监察大队

石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寻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昭通市（5个）

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巧家县劳动就业服务局

永善县劳动就业服务局

绥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镇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曲靖市（3个）

沾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师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会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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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3个）

红塔区社会保险局

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平县戛洒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保山市（2个）

龙陵县龙江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昌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楚雄州（3个）

双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禄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红河州（4个）

开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蒙自市社会保险中心

弥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山州（3个）

马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丘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富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普洱市（3个）

普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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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澜沧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西双版纳州（1个）

勐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大理州（3个）

大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科

巍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3个）

瑞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丽江市（3个）

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胜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局

怒江州（2个）

泸水市劳动就业服务局

福贡县石月亮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迪庆州（2个）

迪庆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维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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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2个）

临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凤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工作和就业促进股

厅机关及直属单位（2个）

厅信访处

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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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个人
表彰对象名单

昆明市（10人）

陈华见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

险处处长

王云刚 昆明市社会保险局办公室副主任

肖 卉 盘龙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杨存映 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局长

聂 峰 东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

陶智强 呈贡区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盛文玲 富民县社会保险局副局长

段跃平 宜良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局长

姚 珀 嵩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科员

杨汝彦 禄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昭通市（8名）

邵艳利 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

长

刘发彦 昭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

朱绍仁 昭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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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长

宋克宜 鲁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和退休管

理股股长

吴 莉 盐津县盐井镇人民政府社保所所长

王登玉 永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罗孝全 彝良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黄天材 水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负责人

曲靖市（7名）

荀建所 曲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范 鑫 曲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四级主

任科员

刘红见 陆良县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刘 涛 罗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科科长

刘志凡 会泽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吕维荣 宣威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林 霞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事务局副局长

玉溪市（6名）

龙琼芳 玉溪市社会保险局副局长

余长水 玉溪市就业局副局长

黄 飞 江川区社会保险局四级主任科员

卢 华 通海县劳动就业服务局三级主任科员

孙兴国 华宁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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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然 澄江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保山市（4名）

李建波 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科科长

杨会敏 施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科员

周庆国 龙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丁家爱 腾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业小额贷款担保

中心主任

楚雄州（9名）

黄云雁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松林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杨忠国 楚雄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谢明佑 双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袁光兰 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沙朝刚 大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许明翠 永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周德品 元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股股长

许嘉芬 武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股负责人

红河州（9名）

李建超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科科

长

车梓平 个旧市社会保险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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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仕文 屏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长

张永辉 建水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负责人

普文祥 石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钱永文 泸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林祖繁 红河县社会保险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白忠华 绿春县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章泽华 河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文山州（5名）

农光城 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与信访科

科长

陶荣英 文山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四级主任科员

李先品 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柏正江 西畴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专业技术岗位十

级职员

唐 波 麻栗坡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局长

普洱市（8名）

白有华 普洱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普娅玲 思茅区云仙彝族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尤 星 墨江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王家才 景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杨润华 镇沅县振太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曹德祥 江城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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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华 孟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俊华 西盟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西双版纳州（2名）

李永昌 西双版纳州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沈海燕 勐海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三级主任科员

大理州（9名）

肖云江 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 恒 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科科长

张至势 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科科

长

马智刚 大理州就业局副局长

邹元军 祥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李 霞 宾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李彩琼 弥渡县就业局副局长

徐芳菲 云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赵灿华 剑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德宏州（5名）

闫信广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郑 柠 瑞丽市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张绍辉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亭懿 盈江县社会保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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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光 陇川县社会保险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心一

级科员

丽江市（4名）

树景林 丽江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

杨智琨 玉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金贵 永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碧金 华坪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

怒江州（2名）

和燕东 怒江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

蒋学平 泸水市劳动就业服务局管理岗位九级职员

迪庆州（2名）

普七二 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与信访调

解仲裁科科长

赵金华 香格里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

股股长

临沧市（5名）

俸林华 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科长

杨 娟 临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谢 青 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主任科员

穆 琼 永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科员

张艳娟 沧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科员

厅机关及直属单位（5名）



— 14 —

刘润荣 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

邓玉婷 省社会保险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 寿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二庭庭长（副处级）

刘丽娜 厅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郑棋元 云南技师学院（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正高级工

程师、教师

抄送：驻厅纪检监察组。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1月 25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