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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财 政 厅
中 共 海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中共海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海南省 委员会

琼财会〔2020〕319号

海南省财政厅等关于公布海南省第三期
会计领军（后备）优秀人才
毕业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省第三期会计领军（后备）优秀人才培训班的 102名学员

经过两年的集中培训，已于 2019年 12月 3日结束全部培训项目，

经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考核，共计 98名学员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文件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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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毕业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一、海南省第三期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毕业人员名单（42

人，颁予“海南省会计领军人才证书”）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干芬 海口经济学院

2 马凡凌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3 王丰山 海南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王许寨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5 王丽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

6 王栋 海南省财政厅

7 文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8 邓奇文 陵水县财政局

9 史利 海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10 任娣 三亚家化旅业有限公司

11 刘丹 琼台师范学院

12 刘斌 海南大学

13 李丛 海南师范大学

14 李沐杉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15 李荣 长影椰海（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李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沙海事局

17 李颖 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

18 李煕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9 杨向雅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 吴淑媚 琼台师范学院

21 何洪 海南省财税学校

22 汪兰 三亚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局



—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3 汪波 海南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

24 张贵阳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5 陈文婧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6 陈诗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7 陈博 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有限公司

28 林蕾 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

29 罗丰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

30 罗秋华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1 赵斌 海南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32 侯红伟 启迪（海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 袁书琼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 夏冬艳 三亚学院

35 柴彦龙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36 郭腾文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37 程国华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38 童志胜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39 谢永东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0 甄龙琴 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1 詹少波 海南阳光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42 蔡兴利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以上人员顺序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二、海南省第三期会计优秀人才毕业人员名单（56人，颁

予“海南省会计优秀人才证书”）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1 马东艳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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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2 王心如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3 王英晶 东方滨海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王勇 海南大学

5 邢梅 海南海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 朱美岩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计院

7 庄瑛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8 刘文娟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刘刚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0 刘链根 海南海岛航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1 许书福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 孙俊姣 海口海迈科技有限公司

13 阳小芬 海南海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4 杜和蓉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5 李玉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6 李玉珠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17 李旭文 海南爱漫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18 李腾龙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杨向芬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 杨绪臣 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1 杨颖 海南农垦中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吴子龙 海口华侨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3 吴萍萍 琼海市财政局

24 沈素梅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宋涛 海南大学

26 宋淑琼 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7 张治军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8 张慧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陈小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30 陈永军 海南海橡国际健康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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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31 陈运花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佳源土地矿产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32 陈磊磊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33 邵梅 海南航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林明珠 三亚市中医院

35 尚菲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36 罗周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37 周红霞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38 冼齐常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39 庞磊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40 郑心怡 海南省财政厅国库支付局

41 郑洁 海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42 郑艳玲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43 郑馨 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4 孟晓宇 海南省总工会

45 赵晓娟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 钟树婷 海南省总工会

47 夏滨 三亚康莱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8 党旭晋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49 徐华彦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有限责任公司

50 郭亚 海航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1 曹宜源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52 覃志群 海南盈大置业有限公司

53 禄媛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 蔡宛芳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5 樊海燕 三亚学院

56 燕新梅 海南大学

（以上人员顺序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希望各有关单位切实加强政策引导和服务，为充分发挥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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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领军（后备）优秀人才作用搭建平台。希望各位毕业的同志

戒骄戒躁，忠于职守，进一步发挥会计领军（后备）优秀人才在

我省会计行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作出应有贡献。

海南省财政厅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海南省委统一战线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

工作部 管理委员会

2020年4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4月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