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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第四届警察公共关系最佳案例与人才奖的通知

各地公安厅局、公安院校以及各界相关单位：

第四届警察公关案最佳例研讨大会得到了全国公安机关的积极

响应和踊跃投稿。经过评委的认真评审，共有 70 余篇作品获得了各

级奖项。评选出最佳案例“优秀奖”9 名、“铜奖”32 名、“银奖

22名、“金奖”10 名。

此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警察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了具

有指导意义的稿件，大会特授予这些作品“特别优秀奖”，共计5名。

评选“警察公共关系杰出人才奖”，共计6名。

聘请“舆情研究员”和“舆情高级研究员”，共计29名。

具体名单如下：

一、“警察公共关系杰出人才奖”（6名）：

1. 浙江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 洪波

2. 浙江湖州市公安局治安机动支队 郭楼儿

3. 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段英辉

4. 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刘颖

5. 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处 胡红梅

6. 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温俊华

二、“特别优秀奖”（5名）：

1. 新加坡警察部队警察培训局 李志超

2. 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 郑宝湘 马起峰

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冯威

4. 中国传媒大学 郭晓科 李璐

5. 江苏省苏州警察协会 张跃进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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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金奖”（10名）

1.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 马翠琳 黄晓洁 傅子瑜

2.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刘自力

3. 广州超锐教育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郭睿 谢寿安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舆情办 姚琳

5. 海南省公安厅 宋洪涛

6.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 谢环洲

7. 湖南警察学院 丁灿

8. 四川省平昌县公安局 程朝华

9. 北京市公安局 赵峰

10.北京市公安局警令部 韩秀杰

四、案例“银奖”（22名）

1. 浙江省湖州长兴县公安局 徐娅莉

2.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 郭楼儿

3.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 温扬勤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 祁玮

颜诗琳

5.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公共关系及宣传办公室 王宇声

万新玲 赵琳

6. 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 刘战强

7.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 柳旭

8. 广东珠海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 赵锐

9. 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 胡红梅

10.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李庆春 郝秀军

段英辉

11.山东东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郭振林

12.山东省广饶县公安局 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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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山东省诸城市公安局 单东升

14.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刘颖

15.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 李吉南 付冰晨 连庆宇

16.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

17.辽宁警察学院 治安管理系 于龙

18.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铁西公安分局 徐嵩

19.云南省红河州公安局 袁莹

20.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王旭 徐波

21.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

22.上海市局警犬与公交总队

五、案例“铜奖”（32名）

1.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景田派出所 刘宁

2.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公共关系及宣传办公室 王宇声

张军

3.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 姚少雄

4.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谢紫纯

5. 广西警察学院、北海市公安局 曾贞

6.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公安局 尹世勇

7.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耿黄分局 王玉洲

8.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左晓坤

9. 山东省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宋玮 李昌福 马娟

10.河北省邢台市公安特警支队 温俊华 贡伟杰

11.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安局 任捷 杜永强 常乐 王洋

12.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 许婧婧

1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张磊

熊树远

14.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 刘红玫 秦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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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 代婵

16.重庆市公安局警令部 刘国辉 胡凯

17.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网安支队 孙建

18.重庆警察学院 李胤澄 朱皖丽 何佳霖

19.湖北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警务指挥处

李焱华

20.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八里湖分局 毛传强

21.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 赵宇桐

22.黑龙江省公安厅宣传处 郝林 刘帅

23.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 郭盛金

24.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 杨月

25.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森林公安分局 黄泓

26.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范慧媛

27.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 周敏

28.上海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

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公安局 朱祥明

30.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 陈炜森

31.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 宋洪涛

32.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 王坤

六、案例“优秀奖”（9名）

1. 安徽省涡阳县公安局 倪亮

2.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曾珂

3.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 罗佳

4.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何国晋

5. 广东省海丰县公安局

6. 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

7.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 张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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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

9.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

七、“舆情研究员”和“舆情高级研究员”（29名）

（一）“舆情研究员”

1.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曾珂

2. 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 戈英男

3. 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 杨静文

4.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 何国晋

5.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景田派出所 刘宁

6. 海南省公安厅 陈炜森

7. 海南省公安厅 王坤

8.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 罗佳

9.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林旭

10.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 孙飞

11.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张明

12.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公安局 倪亮

13.四川省平昌县公安局 程朝华

14.四川省广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胡建平

15.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 闫凤琴

（二）“舆情高级研究员”

1. 北京市公安局 赵峰

2. 北京市公安局警令部 韩秀杰

3. 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 吴昭坤

4.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 温扬勤

5.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 李招德

6.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刘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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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 冯春晖

8.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舆情办 姚琳

9. 海南省公安厅 宋洪涛

10.云南省红河州公安局 袁莹

11.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 张文敏

12.山东省广饶县公安局 王丽丽

13.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 姚新平

14.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 马翠琳

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城市警务研究中心 警察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

（公章） （公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