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书法展入展名单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 
王家新 

（评委） 
财政部 财政部文化司司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

顾问 

2 
王学岭 

（评委） 
中央办公厅 中办警卫局正师职干部 

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 

3 
袁  波 

（评委） 
中纪委 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 

中书协楷书委员

会委员 

4 
孟云飞 

（评委）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书画家》

副主编 

中国书协教育委

员会委员 

5 褚利明 财政部 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 
中央国家机关书

协理事 

6 冯立松 财政部 财政部财税博物馆副馆长 中国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7 吴洪伟 财政部 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处长 中国书协会员 

8 高伟明 财政部 财政部驻上海专员办专员 中国书协会员 

9 杨舜亭 财政部 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处长 
中央国家机关书

协理事 

10 韩尧广 财政部 财政部中国财政杂志社人事处处长 省级书协会员 

11 刘宝林 财政部 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处长（已退休） 
中央国家机关书

协理事 

12 李旭鸿 财政部 财政部税政司处长 
 

13 丁允衍 财政部 财政部离退休干部 省级书协会员 

14 张  杰 财政部 财政部会计评价中心 省级书协会员 

15 傅先慧 财政部 财政部驻大连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主任科员） 省级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6 李曙光 财政部 中国财经报社 
 

17 张庆龙 财政部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18 郑惠泉 财政部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19 白振岐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机关服务中心 
 

20 郝亚红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国库处主任科员 
 

21 王炳红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副调研员 
 

22 王晓红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老干处调研员 省级书协会员 

23 吴  凤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财务处副调研员 
 

24 于京涛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 
 

25 李永明 天津市 天津市宝坻区地方税务局办公室主任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26 胡金耀 河北省 河北省沧州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27 董  冬 山西省 太原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28 黄  婕 山西省 山西省临汾市财政国库支付局副局长 省级书协会员 

29 秦耀南 山西省 山西省侯马市财政局（国际局局长） 
 

30 宋会军 山西省 山西省泽州县财政局副局长 
 

31 吴丰卿 山西省 山西省临汾市财政局会计科科长 
 

32 薛晓明 山西省 山西省介休市财政局科员 
 

33 药艳明 山西省 山西省晋中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省级书协会员 

34 张静峰 山西省 山西省介休市财政局 科员 省级书协会员 

35 赵眉才 山西省 山西省河曲县财政局（原局长） 中国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36 郭正康 山西省 山西省定襄县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37 白金明 辽宁省 辽宁省财政厅财政监察专员 中国书协会员 

38 白青竹 辽宁省 辽宁省盘锦市财政局农业科科员 省级书协会员 

39 高  晖 辽宁省 
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副主任、省担保集

团筹备组办公室主任 
省级书协会员 

40 郭志宇 辽宁省 辽宁省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支行 
 

41 李景辉 辽宁省 辽宁省调兵山市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42 黄立冬 辽宁省 辽宁省锦州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43 汲崇哲 辽宁省 辽宁省大连市财政局土地收益管理处副处长 省级书协会员 

44 李  丹 辽宁省 辽宁省财政厅人事处主任科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45 林荣凯 辽宁省 大连市财政局监督监察局副调研员 
 

46 刘东风 辽宁省 辽宁省锦州市财政局 职工 省级书协会员 

47 刘力男 辽宁省 辽宁省本溪市财政局企业处 
 

48 孙英超 辽宁省 辽宁省铁岭会计学院 
 

49 吴  鹏 辽宁省 辽宁省财政厅资产评估管理中心主任 省级书协会员 

50 英  雯 辽宁省 辽阳市宏伟区非税收入管理局 副局长 
 

51 于  艳 辽宁省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财政局科员 
 

52 云常富 辽宁省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中国书协会员 

53 朱铁军 辽宁省 辽宁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副主任 省级书协会员 

54 孙武学 辽宁省 辽宁省鞍山市财政局退休干部 中国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55 潘巨春 辽宁省 辽宁省财政厅监察六处处长 省级书协会员 

56 贺天泓 辽宁省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财政局 
 

57 谢铁军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调研员 中国书协会员 

58 何志春 吉林省 吉林省财政厅综合处 调研员 
 

59 戴民辉 江苏省 江苏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处长 中国书协会员 

60 丁庆波 江苏省 江苏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省级书协会员 

61 丁一飞 江苏省 江苏省财政厅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副书记 
 

62 李建平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市财政局副调研员 
 

63 李金华 江苏省 江苏省镇江市财政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中国书协会员 

64 杨亦明 江苏省 江苏省常州市财政局 副主任科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65 叶书亮 江苏省 江苏省宿迁市财政局处长 中国书协会员 

66 张焕英 江苏省 江苏省丰县财政局行财股副股长 
 

67 张惠琴 江苏省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68 韩若波 浙江省 浙江省慈溪市地税局宗汉分局副局长 
 

69 卢少芳 浙江省 浙江省慈溪市城区地税分局 
 

70 南剑锋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市财政局经济建设处副处长 中国书协会员 

71 孙  山 浙江省 浙江省慈溪市地税局宗汉分局 省级书协会员 

72 沈招欢 浙江省 浙江省慈溪市地税局宗汉分局分局长 
 

73 王三五 浙江省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财政所长 中国书协会员 

74 朱南芳 安徽省 安徽省六安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75 钱新疆 安徽省 安徽省绩溪县瀛洲镇财政所 
 

76 赵广曙 安徽省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万山镇财政所干部 中国书协会员 

77 吴运农 福建省 福建省诏安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中国书协会员 

78 蔡宏全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财政局（局属企业工会主

席） 
省级书协会员 

79 陈瑞龙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治安管理

部  

80 黄  璇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财政局国资办负责人 
 

81 江  凡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市财政局社保科副科长 
 

82 蓝建田 福建省 福建宁德财经学校 高级讲师 中国书协会员 

83 郭小桂 江西省 江西省新余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84 肖建虎 江西省 江西省景德镇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85 刘常志 江西省 江西省婺源县财政局 主任科员 省级书协会员 

86 汪世泉 江西省 江西省鄱阳县团林财政所所长 省级书协会员 

87 吴芳芳 江西省 江西省财政厅机关党委主任科员 省级书协会员 

88 颜志灵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财政局（国资办）党委副书

记，国资办副主任  

89 周克磊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财政局万村乡财政所 所长 省级书协会员 

90 周志荣 江西省 江西省德兴市财政局（非税局副局长） 
 

91 卜庆中 山东省 山东临沂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92 郭山川 山东省 山东省菏泽市财政局科长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93 李学才 山东省 山东省台儿庄区财政局主任科员 
 

94 郑金福 山东省 山东省枣庄市财政局（正处） 
 

95 孙启昌 山东省 山东省济南市峰城区财政局主任科员 
 

96 王春泉 山东省 山东省宁津县财政局票据科科长 中国书协会员 

97 王 力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市财政局原农业科长 省级书协会员 

98 刘安成 河南省 河南省财政厅 中国书协会员 

99 马建军 河南省 河南省财政厅 
 

100 李  健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副调研员 中国书协会员 

101 张  涛 河南省 河南省周口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102 陈新恒 湖北省 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省级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03 丁克文 湖北省 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 省级书协会员 

104 李继斌 湖北省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财政局机关纪委书记、人事

科长  

105 李健 湖北省 湖北省财政厅（退休） 
 

106 柳鉴祥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学校教师 省级书协会员 

107 童吉望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108 王厚溥 湖北省 湖北省仙桃市沙嘴街道办财政所（退休） 省级书协会员 

109 向爱东 湖北省 湖北省枝江市董市镇财政所副所长 中国书协会员 

110 徐贵诚 湖北省 湖北省孝感市财政局工会副主席 省级书协会员 

111 杨  波 湖北省 湖北省财政厅行政处一级调研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12 钟祥盛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113 朱建中 湖北省 湖北省老河口市财政局国际科负责人 中国书协会员 

114 王克平 湖北省 湖北天门市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115 黄庭晖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财政局公共资产管理中心主任  

116 康 石 湖南省 湖南省湘潭市财政局人事科长 中国书协会员 

117 雷渊杰 湖南省 湖南省财苑书画院 省级书协会员 

118 李  毅 湖南省 湖南省财政厅监督局副局长 
 

119 林彰龙 湖南省 
湖南省邵阳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市农发办原党组

书记、主任 
中国书协会员 

120 刘良武 湖南省 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副调研员 省级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21 刘正清 湖南省 湖南省财政厅处级干部 
 

122 吴桂雄 湖南省 湖南省涟源市国库集中支付局局长  

123 沈启秀 湖南省 湖南省财政厅支付中心主任  

124 莫颂军 广东省 广东省雷州市财政局 中国书协会员 

125 蔡盛壮 广东省 广东省汕头市财政局科长 省级书协会员 

126 陈龙文 广东省 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书协会员 

127 赖建平 广东省 广东省 蕉岭县财政局 主任科员 省级书协会员 

128 李尚青 广东省 广州市白云区财政局离休干部 
 

129 梁德朝 广东省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130 廖钦材 广东省 广东省高州市财政局农村财务办副主任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31 洪灿辉 广东省 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财政局 
 

132 刘肖珊 广东省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财政局 国库科科长 
 

133 唐月葵 广东省 
广东省中山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结算中

心主任  

134 田小东 广东省 广州市财政局退休人员 省级书协会员 

135 杨振益 广东省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股长 
 

136 赵剑华 广东省 广东省阳春市财政局票据监管中心主任 省级书协会员 

137 周修俊 广东省 广东省汕头市金源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国书协会员 

138 林道飞 海南省 海南省万宁市文联 中国书协会员 

139 杨再朝 重庆市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办公室主

任 
省级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40 曾明忠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市财政局 
 

141 陈  岩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党总支副

书记  

142 郭  江 四川省 四川省攀枝花市财政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省级书协会员 

143 李  波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财政局 
 

144 廖传琅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市财政局 
 

145 石榴丹 四川省 四川什邡市财政局科员 
 

146 王高照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市财政局 
 

147 王  潇 四川省 四川省财政厅监督监察局 主任科员 
 

148 张 琴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市财政局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49 张世贵 四川省 四川省珙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省级书协会员 

150 郑光文 四川省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财政局副局长 中国书协会员 

151 钟岷妤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市财政局 
 

152 朱明霞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市财政局 
 

153 王国磊 贵州省 贵州省黔南州财政局地方金融科科长 中国书协会员 

154 熊华禹 贵州省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政府 中国书协会员 

155 张宏全 贵州省 贵州省黔西南州财政局总会计师 省级书协会员 

156 周  璇 贵州省 贵州省晴隆县财政局办公室工作员 
 

157 张红春 陕西省 陕西省财政厅 中国书协会员 

158 张继平 陕西省 陕西府谷县文联副主席 中国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59 董  麟 陕西省 陕西大荔县财政局工会办主任 
 

160 高  鸿 陕西省 陕西省汉中市国土资源局 省级书协会员 

161 胡代菊 陕西省 陕西省咸阳市财政局 
 

162 黄秋风 陕西省 陕西省宝鸡高新区财政局办公室科员 
 

163 康敏颖 陕西省 陕西省咸阳市财政局 
 

164 麻利民 陕西省 陕西省洋县关帝镇财政所 省级书协会员 

165 宋  宏 陕西省 陕西省汉中市政府文史委员会 已退休 中国书协会员 

166 田  驰 陕西省 陕西省渭南市财政局综改办科长 省级书协会员 

167 王  滔 陕西省 陕西省财政厅处级督察员 
 

168 王晓红 陕西省 陕西省社保中心主任科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69 王拥军 陕西省 陕西省财政厅监督局一处主任科员 
 

170 许亚利 陕西省 陕西省咸阳市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171 贠高宏 陕西省 陕西省渭南市高新区财政局科员 
 

172 殿汉城 陕西省 陕西省汉中市财政局会计科科长 省级书协会员 

173 张秦生 陕西省 陕西省渭南市财政局 省级书协会员 

174 赵居阳 陕西省 陕西省财政厅 省级书协会员 

175 雷枝强 宁夏 宁夏中宁县财政局采购中心 
 

176 李旭升 甘肃省 甘肃省财政厅副处长 
 

177 江永文保 青海省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财政局 
 

178 张明辉 青海省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财政局干部 省级书协会员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及职务 艺术简历 

179 忠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