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
川委 〔２０２０〕２７９号

★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市 (州)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２０１９年,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

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作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顽强作战、精准施策,圆满完成３１个

贫困县摘帽、１４８２个贫困村退出、５０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年

度目标任务,全省贫困发生率降至０３％,实现凉山州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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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县首批摘帽、藏区所有深度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今年收官之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激励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大决心、更强

力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成都市等

１４个脱贫攻坚先进市 (州)、叙永县等７７个脱贫攻坚先进

县 (市、区)和陈呈等４００名一线优秀扶贫干部,德阳市等

１００个省内对口帮扶藏区彝区贫困县先进集体和唐爱民等

３００名先进个人,成都市委办公厅等３３０个脱贫攻坚 “五个

一”帮扶先进集体和胡登宇等１３９９名先进个人,省纪委监

委机关等１３０个定点扶贫先进省直部门 (单位),易地扶贫

搬迁等７个扶贫专项先进集体,叙永县等６４个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藏区携手奔小康先进县 (市、区)予以表扬.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以只争朝夕、越战越勇的奋斗姿态,扎实做

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各地、各部门要以先进集体

和个人为榜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定必胜信心

决心,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快补齐工作短板,全

力推进各项工作,坚决攻克凉山最后的深度贫困堡垒,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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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官之战全面胜利,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历史性贡献.

附件:１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先进市 (州)、县 (市、区)

和一线优秀扶贫干部名单

２２０１９年省内对口帮扶藏区彝区贫困县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名单

３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 “五个一”帮扶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名单

４２０１９年定点扶贫先进省直部门 (单位)名单

５２０１９年扶贫专项先进集体名单

６２０１９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藏区携手奔小康先

进县 (市、区)名单

中 共 四 川 省 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此件发至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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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先进市 (州)、
县 (市、区)和一线优秀扶贫干部名单

一、先进市 (州)(１４个)

成都市、泸州市、绵阳市、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

乐山市、南充市、宜宾市、广安市、达州市、巴中市、阿坝

州、甘孜州

二、先进县 (市、区)(７７个)

(一)摘帽贫困县 (３１个)

叙永县、古蔺县、旺苍县、剑阁县、苍溪县、峨边县、

马边县、屏山县、宣汉县、万源市、通江县、平昌县、黑水

县、壤塘县、阿坝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

新龙县、德格县、白玉县、石渠县、色达县、理塘县、巴塘

县、得荣县、木里县、盐源县、甘洛县、雷波县

(二)已摘帽贫困县 (２０个)

合江县、北川县、平武县、广元市朝天区、青川县、乐

山市金口河区、南充市嘉陵区、南部县、营山县、仪陇县、

高县、筠连县、广安市广安区、邻水县、达州市达川区、渠

县、理县、九寨沟县、金川县、小金县

(三)未摘帽贫困县 (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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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

(四)非贫困县 (２３个)

简阳市、荣县、富顺县、米易县、德阳市旌阳区、中江

县、盐亭县、梓潼县、江油市、蓬溪县、射洪市、内江市东

兴区、资中县、乐山市市中区、西充县、仁寿县、丹棱县、

长宁县、汉源县、石棉县、天全县、乐至县、宁南县

三、一线优秀扶贫干部 (４００名)

(一)成都市 (４名)

陈　呈　　市成本调查监审局调查科科长,简阳市杨家

镇新庙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梁　琳　　市妇联发展部四级主任科员,简阳市石钟镇

民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胡丽　　高新区董家埂镇扶贫专干、青年人才支部委员

周明星　　简阳市武庙镇党委书记

(二)自贡市 (９名)

卢　菲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科科长

罗维勇　　市河湖管理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梁　丽　　自流井区仲权镇副镇长

袁健鑫　　贡井区长土街道办事处一级科员,区农业农

村局扶贫移民股股长

朱卫彬　　大安区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与移民管理股股长

明　霞　　沿滩区扶贫开发局扶贫移民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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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树权　　富顺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邱明贵　　富顺县福善镇党委书记

张喜梅　　荣县保华镇一级科员,荣县脱贫办综合组组

长、项目组副组长

(三)攀枝花市 (５名)

滕　志　　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科副科长

李德芬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科副科长

严齐波　　仁和区啊喇乡副乡长

刘志强　　盐边县格萨拉乡党委书记

马德志　　米易县丙谷镇党委副书记

(四)泸州市 (１８名)

李小平　　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局局长

冯　科　　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

钟小明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

马　英　　江阳区江北镇党委书记

黄丽媛　　龙马潭区双加镇党委组织委员

于　疆　　纳溪区打古镇党委书记

付冬梅　　泸县县委党建办副主任

韦仁慧　　泸县玉蟾街道农发办主任

张　澜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赵先烈　　合江县临港街道党工委书记

孙　超　　叙永县摩尼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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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兵　　叙永县水尾镇党委书记

王小波　　叙永县龙凤镇党委书记

陈　果　　叙永县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

余秀丽　　古蔺县双沙镇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罗永英　　古蔺县大村镇副镇长

李　兵　　古蔺县白泥乡经发办主任

袁　薇　　古蔺县桂花镇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五)德阳市 (９名)

刘　靖　　市扶贫开发局工作人员

邓　强　　市直机关工委团工委副书记

王　强　　旌阳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郭念兵　　罗江区新盛镇党委副书记、武装部长

侯　锐　　广汉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杨　宇　　什邡市扶贫开发局业务综合股股长、信息统

计股股长

殷万敏　　绵竹市扶贫开发局信息统计股股长

许　明　　中江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冯海兰　　中江县白果乡副乡长

(六)绵阳市 (１３名)

张正武　　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李　毅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指导科科长

唐　娟　　涪城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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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铭　　安州区委组织部组织一股股长

邓玉刚　　江油市雁门镇脱贫办主任

刘智勇　　三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扶贫开发服务中

心主任

张　伟　　梓潼县脱贫攻坚办项目推进组组长

李运波　　盐亭县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

董银华　　北川羌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魏　巍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孟国义　　平武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曾子军　　平武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钟　军　　平武县平通乡党委书记

(七)广元市 (２３名)

贾安书　　市直机关工委二级调研员

张剑鸣　　市财政局农业科副科长

郭　丽　　市以工代赈办计划科科长

冯金虎　　苍溪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白　洋　　利州区扶贫开发局局长

何　进　　利州区大石镇党委书记

任伟霖　　昭化区红岩镇党委书记

李　磊　　昭化区清水镇党委书记

蔡联华　　朝天区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张绍军　　朝天区朝天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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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思举　　剑阁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罗永茂　　剑阁县普安镇党委书记

孙军芳　　剑阁县城北镇党委书记

左晓红　　剑阁县元山镇副镇长

赵春玲　　旺苍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组织二股股长

曾东普　　旺苍县扶贫开发局督查考核股科员

张　迪　　旺苍县卫生健康局脱贫办科员

高　强　　旺苍县麻英乡党委书记

陈文雨　　青川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罗彦清　　青川县乔庄镇党委书记

陈　荣　　中国人民银行苍溪支行副行长

苟承军　　苍溪县鸳溪镇党委书记

文　波　　苍溪县云峰镇党委副书记

(八)遂宁市 (９名)

邓月铭　　市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发展科副科长

蒋树兵　　市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杜雄进　　船山区老池镇扶贫开发办主任

李　萌　　安居区横山镇扶贫办主任

王家伦　　射洪市扶贫开发局局长

金成志　　蓬溪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王亚敏　　蓬溪县新会镇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统

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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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贻　　大英县蓬莱镇乡村振兴办主任

申文龙　　安居区保石镇团委书记、脱贫办副主任

(九)内江市 (８名)

牟进波　　市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陈建宇　　市直机关工委机关党办主任

王　霞　　市中区扶贫移民服务中心扶贫开发股股长

周莉枝　　东兴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晓慧　　隆昌市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李　剑　　隆昌市黄家镇脱贫办主任

潘　峰　　资中县龙结镇农业服务中心水利工程师

董成凯　　威远县委组织部组织二股股长

(十)乐山市 (２３名)

陈劲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办公

室主任,马边彝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

王武平　　交通运输厅公路局二级调研员,金口河区委

副书记

范树伦　　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何　琴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规划项目科科长

周远龙　　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四级主任科员

方　园　　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剑锋镇群团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邓　军　　五通桥区西坝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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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英　　沙湾区农业农村局总工程师

周洪艳　　金口河区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股股长

徐开东　　金口河区永胜乡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席堃文　　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村镇建设股

副股长

刘凯丽　　犍为县定文镇信访和群众工作办公室主任

范鸿兵　　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刘　传　　夹江县木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伯松　　沐川县底堡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　华　　沐川县武圣乡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刘旭梅　　峨边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

张　婷　　峨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股工作人员

陈丽吉　　峨边彝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杨启升　　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

袁英琼　　马边彝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阿洛天喜　马边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卓营监督

管理所副所长

熊永开　　马边彝族自治县荣丁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

(十一)南充市 (１８名)

游　远　　市委办公室综合三科科长、机关党委副书记

—１１—



滕　兴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规划项目科科长、督查考

核科科长

青政东　　顺庆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青凌波　　高坪区财政局局长

杜弘毅　　高坪区委党建办副主任

吴再合　　嘉陵区安平镇党委书记

苟安琪　　嘉陵区一立镇党委书记

苟　耄　　阆中市天宫镇党委书记

屈　瑛　　阆中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公务员局局长

李　阳　　南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满福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　宁　　南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杨　琦　　西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县干

部驻村帮扶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

许华军　　仪陇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张北平　　仪陇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　光　　营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张　艺　　营山县 “五个一”帮扶力量协调小组办公室

干部

彭桂林　　蓬安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母海涛　　蓬安县锦屏镇党委书记

(十二)宜宾市 (２１名)

卢孝平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指导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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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友　　市水利局财务与审计科科长、农水科科长

李　健　　市教育和体育局规划财务与体育产业科科长

扈丽华　　翠屏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袁　敏　　南溪区仙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刘学强　　叙州区发展和改革局扶贫项目股股长

刘　刚　　叙州区观音镇乡村振兴办主任

刘　奎　　江安县夕佳山镇扶贫办工作人员,县脱贫攻

坚办督查股股长

徐　宁　　长宁县脱贫攻坚办副主任

周　强　　高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周　莉　　高县罗场镇党委书记

范　斌　　筠连县巡司镇乡村振兴办主任

陈世其　　筠连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县脱贫攻坚办副

主任

谢光伦　　珙县沐滩镇党委委员、镇长助理

周成圆　　珙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丁良权　　兴文县大河乡党委书记

李杰霞　　兴文县麒麟乡党委书记

陈廷超　　屏山县新市镇镇长

雷　梅　　屏山县中都镇党委书记

罗代奇　　屏山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张崇宾　　屏山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３１—



(十三)广安市 (１４名)

朱　伟　　市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李育钟　　市农业农村局果树站副站长

周业林　　广安区白市镇副镇长,区脱贫攻坚办业务组

组长

龙瑞云　　广安区花桥镇党委书记

胡斌韬　　前锋区桂兴镇党委书记

唐协建　　华蓥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文勇军　　岳池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李海兰　　岳池县同兴镇脱贫办干部

周桂英　　岳池县医疗保障局机关党委书记

王　科　　武胜县万隆镇副镇长

陈　蕾　　武胜县街子镇政府干部

杜　刚　　邻水县扶贫开发局总工程师

唐世锋　　邻水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范建川　　邻水县坛同镇党委书记

(十四)达州市 (２１名)

胡　珊　　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杨静靖　　市教育局计划基建财务科副科长

李青隆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科科长

米之金　　通川区江陵镇党委副书记

李国庆　　通川区安云乡副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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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燚　　达川区堡子镇政府一级科员

龙　佳　　达川区麻柳镇政府一级科员

朱继煜　　万源市竹峪镇副镇长

唐　松　　市纪委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万源市

井溪镇党委副书记

苏坤云　　万源市八台镇副镇长

解必刚　　万源市玉带乡中心小学校教导副主任

胡长路　　宣汉县清溪镇副镇长,宣汉县扶贫开发局副

局长

符　军　　宣汉县南坝镇人大主席

何　锋　　宣汉县观山乡人大主席

袁　浩　　宣汉县峰城镇扶贫办主任

王辉英　　大竹县杨家镇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李　斌　　大竹县四合镇团委书记、脱贫办负责人

欧平全　　渠县望溪镇农技站站长

徐红专　　渠县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

李　皓　　开江县任市镇党委书记

陶　政　　开江县财政局副局长

(十五)巴中市 (１７名)

李　忠　　市精准扶贫中心主任

王　波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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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昶　　市卫生健康委规划财务科科长

李小河　　巴州区平梁镇党委书记

孙艺洺　　巴州区梁永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主任

王　强　　恩阳区下八庙镇党委书记

李　云　　恩阳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苟中文　　南江县公山镇党委书记

李白原　　南江县扶贫开发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张晏铭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精神文明报社办公室副主

任,通江县董溪乡党委副书记

杨　洲　　通江县诺江镇脱贫办副主任

向　川　　通江县委干部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县 “五

个一”帮扶办公室干部

何　政　　中铁二局二公司团委副书记,通江县毛浴镇

长江村驻村干部

邓仕军　　平昌县扶贫开发局党组副书记、精准扶贫中

心主任

何　进　　平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 “五个一”帮扶

办公室主任

刘　东　　平昌县大寨镇党委书记

石长平　　平昌县泥龙镇党委书记

(十六)雅安市 (１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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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丽萍　　市扶贫和移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严　波　　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徐　娟　　雨城区望鱼镇党委书记

吴佐英　　名山区扶贫开发局扶贫规划项目股副股长

彭　彬　　天全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杨子霄　　芦山县芦阳街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工作人员

田　琅　　宝兴县蜂桶寨乡党委书记

周成渝　　荥经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王成伟　　汉源县小堡乡政府工作人员

王　宏　　石棉县大型水电工程服务中心主任

(十七)眉山市 (９名)

宋　一　　市农业农村局对口帮扶科干部

颜鹏飞　　市财政局税源管理中心副主任

曹　闵　　东坡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区脱贫办副主任

杨魁锋　　彭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周泽轩　　仁寿县文林街道党工委书记

皮　峰　　眉山天府新区视高街道办副主任

伍仕波　　洪雅县中保镇党委书记

杨义军　　丹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县扶贫开发局

局长

张情文　　青神县白果乡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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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资阳市 (８名)

张　平　　市医疗保障局事务中心征收科科长

马长安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

李　林　　雁江区丹山镇党委书记

邹　林　　雁江区丰裕镇政府一级科员

蒲　敏　　安岳县兴隆镇党委书记

王小兰　　安岳县周礼镇脱贫办主任

杨世奇　　乐至县大佛镇党委书记

杜海生　　乐至县脱贫办工作人员

(十九)阿坝州 (４５名)

邓　拓　　州农业农村局土肥站副站长

赵　微　　州委办公室总值班室主任

阳春江　　州扶贫开发局大骨节病综合防治服务中心副

主任

张　倩　　马尔康市卫生健康局健康扶贫办工作人员

陈清贵　　马尔康市白湾乡副乡长

德金初　　马尔康市马尔康镇党委副书记

唐建勇　　金川县集沐乡党委书记、县移民中心主任

刘　麦　　金川县毛日乡党委书记

许勤麒　　金川县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信息化局局长

杨　芳　　小金县新桥乡副乡长

陈家全　　小金县四姑娘山镇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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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其勇　　小金县抚边乡副乡长

董馨阳　　阿坝县四洼乡副乡长

刘　杰　　阿坝县麦尔玛镇党委副书记

刘　勇　　阿坝县安斗乡党委书记

罗让泽仁　阿坝县扶贫开发局九级职员

泽仁尚周　若尔盖县辖曼镇镇长

彭措拉姆　若尔盖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罗　周　　若尔盖县巴西镇镇长

索朗兰美　红原县江茸乡副乡长、武装部长

龙发贤　　红原县阿木乡副乡长、武装部长

杨晓洁　　红原县财政局扶贫专干

龚秋札熙　壤塘县委常委

袁玉俊　　壤塘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党委书记

陈晓英　　壤塘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刘　东　　壤塘县扶贫开发局工作人员

杨　珍　　汶川县委组织部组工信息中心副主任

冉小波　　汶川县扶贫开发局档案资料股股长

黎聿明　　汶川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廖　波　　理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梁庆凤　　理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

蒲天宇　　理县薛城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万力基　　茂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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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忠全　　茂县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

王萍花　　茂县沟口镇党委书记

邓　真　　松潘县川主寺第一小学校教师

李明杰　　松潘县红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袁秀芳　　松潘县小河镇副镇长

刘馨霞　　九寨沟县南坪镇副镇长

米婷婷　　九寨沟县玉瓦乡扶贫专干

汪　炀　　九寨沟县双河镇扶贫专干

韩正林　　成都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黑水

县委副书记

杨旭莲　　黑水县脱贫办工作人员

任青云　　黑水县科农水局局长

彭　洪　　黑水县芦花镇扶贫专干

(二十)甘孜州 (７０名)

正光拉姆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德青巴绒　州电化教育馆康巴网校工作人员,理塘县村

戈乡村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毛　军　　州水利工程服务和质量监督站工程师,石渠

县虾扎镇塔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唐梦娜　　康定市金汤镇政府一级科员

周　馨　　康定市水利局扶贫专干

高　敏　　康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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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西拉姆　康定市脱贫攻坚办工作人员

耕　耘　　泸定县发展和改革局九级职员

山春艳　　泸定县林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

孙国奎　　泸定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曾　红　　泸定县磨西镇磨岗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辛泳平　　丹巴县脱贫攻坚办工作人员

陈　斌　　丹巴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产业股股长

马　欣　　丹巴县革什扎镇扶贫专干

杨冬梅　　丹巴县岳扎乡扶贫专干

倪　静　　九龙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沙马尔卡　九龙县上团乡扶贫专干

王守俊　　九龙县三垭镇政府一级科员

苏开建　　雅江县八衣绒乡党委书记

周世康　　雅江县呷拉镇镇长

杨　杰　　雅江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县脱贫攻坚

办专职副主任

格　桑　　道孚县下拖乡政府工作人员

泽让卓玛　道孚县格西乡政府工作人员

蒋玉龙　　道孚县维它乡政府工作人员

志　玛　　道孚县鲜水镇副镇长

刘　峥　　炉霍县更知乡副乡长

刘江华　　炉霍县下罗科马乡扶贫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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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泽郎　炉霍县充古乡扶贫专干

洛绒降措　甘孜县茶扎乡党委书记

泽　拥　　甘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仁真恩珠　甘孜县生康乡政府工作人员

杨秀琴　　甘孜县来马镇副镇长

金　平　　新龙县扶贫开发局工作人员

呷绒巴登　新龙县雄龙西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武装

部长

达瓦志玛　新龙县银多乡政府工作人员

充翁志玛　新龙县如龙镇专职纪委书记

杨红英　　德格县俄支乡扶贫专干

关文杰　　德格县打滚乡扶贫专干

斯郎志玛　德格县八帮乡副乡长

李健康　　德格县玉隆乡党委副书记

罗长命　　白玉县水利局水利股工作人员

石　林　　白玉县辽西乡政府一级科员

钟志跃　　白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

高利萍　　白玉县水利局水利股技术人员

格绒泽里　石渠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罗卜泽仁　石渠县麻呷乡扶贫专干

塔　新　　石渠县格孟乡扶贫专干

高　勇　　石渠县长须干玛乡扶贫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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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　绒　　石渠县洛须镇扶贫专干

德　甲　　色达县杨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陈　虎　　色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王　亚　　色达县扶贫开发局科员

秋　机　　色达县康勒乡乡长

陈友权　　理塘县脱贫攻坚办业务组副组长

李家钰　　理塘县甲洼镇扶贫专干

杨路群　　理塘县麦洼乡扶贫专干

万小东　　理塘县高城镇扶贫专干

何建新　　巴塘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扎西泽仁　巴塘县松多乡党委书记

彭　俊　　巴塘县委办公室一级科员,竹巴龙乡列布西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木年杜基　乡城县脱贫攻坚办工作人员

殷　凡　　乡城县水洼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乔东勤　　乡城县青德镇扶贫专干

刘发秀　　稻城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　虹　　稻城县香格里拉镇纪委专职副书记

李洪刚　　稻城县赤土乡扶贫专干

格绒拥忠　稻城县噶通镇卫生院院长

格绒泽真　得荣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局长

彭晓强　　得荣县白松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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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仁多吉　得荣县贡波乡乡长

(二十一)凉山州 (４６名)

周长刚　　州扶贫开发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陈文刚　　州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统计科副科长

孙云华　　州以工代赈办副主任

田　皓　　西昌市卫生健康局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中心

主任

张林清　　木里藏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工作局局长

吴　霞　　木里藏族自治县西秋乡扶贫专干

周开付　　木里藏族自治县博科乡扶贫专干

扎西龙布　木里藏族自治县列瓦乡扶贫专干

柳春华　　盐源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

组长

邹　杰　　盐源县盐塘乡副乡长

陈　文　　盐源县梅子坪镇副镇长

张秀娟　　盐源县前所乡扶贫专干

袁　星　　德昌县热河镇扶贫专干

苏文东　　会理县六华镇副镇长

黄才亮　　会东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何科举　　宁南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贾　勇　　普格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孙子伍嘿　普格县雨水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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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黑此哈　普格县特补乡党委书记

米罗勤　　布拖县罗家坪乡党委书记

周健强　　布拖县特木里镇党委副书记

杨有哈莫　布拖县火烈乡扶贫专干

邓邦平　　金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文春　　金阳县德溪乡副乡长、武装部长

张荣忠　　金阳县对坪镇党委书记

田　野　　昭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

马剑锋　　昭觉县竹核乡党委书记

阿尔依生　昭觉县地莫乡党委书记

孙龙旭　　喜德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史德森　　喜德县红莫镇党委书记

王　伟　　喜德县北山乡扶贫专干

宋　海　　冕宁县里庄镇副镇长

袁　智　　越西县教育体育和科技局局长

吉瓦什坡　越西县普雄镇党委书记

邓斯俊　　越西县尔赛乡政府干部

汪　毅　　甘洛县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公室主任、县脱贫

攻坚办副主任

罗俊杰　　甘洛县玉田镇党委书记

阿衣什哈莫　甘洛县沙岱乡党委书记

肖天荣　　甘洛县海棠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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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格古者　美姑县乐约乡党委书记

吉达石者　美姑县九口乡副乡长

何江春　　美姑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

郭　莎　　雷波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莫色华喜　雷波县汶水镇副镇长

李西体　　雷波县罗山溪乡大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郭燕燕　　雷波县拉咪乡扶贫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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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９年省内对口帮扶藏区彝区贫困县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集体 (１００个)

(一)市、县 (市、区)(２８个)

德阳市 眉山市

宜宾市 成都市锦江区

成都市成华区 成都市温江区

成都市双流区 新津县

彭州市 成都高新区

泸州市江阳区 绵阳市涪城区

乐山市市中区 峨边县

宜宾市翠屏区 金川县

小金县 黑水县

阿坝县 若尔盖县

丹巴县 九龙县

雅江县 德格县

色达县 盐源县

昭觉县 雷波县

　 (二)市直部门、县 (市、区)直部门,乡镇 (街道)(１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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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锦江区委统战部 成都市金牛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 彭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崇州市委组织部 攀枝花市工商联

泸州市江阳区财政局 泸县县委组织部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绵竹市教育局

绵阳市游仙区委统战部 乐山市沙湾区委组织部

乐山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宜宾市委统战部

宜宾市翠屏区委组织部 眉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三)企业 (含民营企业)(２２个)

四川途远美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菌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青木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那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味觉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建隆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中康源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市顺牛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旺投资有限公司 邛崃市有美堂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阿斯牛牛春天实业有限公司

绵竹市泰达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长青树蔬菜种植合作社

绵阳市食实在在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南充市顺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峨眉山万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香轩苑食品有限公司 普格县彬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四)学校 (１８个)

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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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小学 成都华西中学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 大邑县银都小学

德阳市第五中学 广汉市金雁中学

什邡市七一中学 绵阳市第二中学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江油实验学校

乐山市第七中学 峨眉山旅游学校

南充市第七中学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校

宜宾市中山街小学校 青神县青神中学校

　 (五)医院 (１６个)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大邑县人民医院 泸州市人民医院

德阳市人民医院 什邡市妇幼保健院

绵竹市人民医院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绵阳市涪城区妇幼保健院 江油市九零三医院

遂宁市中心医院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医院

宜宾市翠屏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眉山市中医医院

　　二、先进个人 (３００名)

(一)乐山市 (１８名)

唐爱民　　乐山市市中区政协社会法制委副主任,峨边

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吴承亮　　乐山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工程建设管理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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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员,峨边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建设管

理股副股长

郑　琴　　乐山市市中区上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副

主任

许文明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峨边彝族

自治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

刘春良　　乐山市市中区商务局副局长,峨边彝族自治

县哈曲乡党委副书记

杜　艳　　乐山市徐家扁小学教师,峨边彝族自治县县

街小学教师

陈海滨　　乐山市沙湾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乐山市金

口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何松林　　乐山市沙湾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股一级科

员,乐山市金口河区交通运输局工程技术股

副股长

王怀友　　四川省乐山沫若中学教师,乐山市金口河区

延风中学教师

曾　实　　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

易股股长,乐山市金口河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交易股副股长

杨世军　　乐山市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科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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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金口河区共安乡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

王君慧　　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卫生院护士,乐山市金

口河区和平乡卫生院副院长

周贤松　　峨眉山市副市长,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党组

成员、援彝工作队领队

汪　然　　峨眉山市委组织部干部股四级主任科员,马

边彝族自治县直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杨屹屹　　峨眉山市沙溪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马边彝族自治县苏坝镇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副主任

唐浩然　　峨眉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信息综合股工作

人员,马边彝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办

公室副主任

罗培恩　　峨眉山市桂花桥镇小学校教师,马边彝族自

治县实验小学教导副主任

王　蕾　　峨眉山市桂花桥镇党政办副主任,马边彝族

自治县劳动乡党政办副主任

(二)阿坝州 (８３名)

林　杨　　省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二级调研员,州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

叶生亮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副研究员,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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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站副站长

江安安　　省委政法委藏区反分裂指导处副处长,州委

政法委副书记

徐　旭　　财政厅会计处四级调研员,州财政局副局长

杨　庆　　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副主任,州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

何茂平　　崇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四级调研员,马尔康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

乐正勇　　崇州市王场镇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马尔

康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朱　革　　崇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干部,

马尔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

白　伟　　崇州市廖家中学校高级教师、办公室主任,

马尔康市第二小学教研组组长

姜　霞　　崇州市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及康复科专业

组长,马尔康市疾控中心检验科科长

杨　波　　崇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

马尔康市财政局副局长

辜信杰　　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老干科科长,金川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夏传宝　　眉山市彭山区谢家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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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金川县水务局副局长

刘　淼　　洪雅县将军镇扶贫办主任、统计站站长,金

川县扶贫开发局综合管理股股长

傅陈渝　　仁寿县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教师,金川县中学

教师

王再林　　青神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办公室副主任,金川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谢国彬　　新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小金县委常委、

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李南辉　　新津县普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小金县文体

旅游局副局长

刘　娟　　新津县行政审批局推进中心主任,小金县政

府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贺楷能　　新津县财政局投融资服务中心主任,小金县

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主任

刘祥莲　　新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小金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刘雯文　　新津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师,小金县美兴中学

副校长

田祯培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改统计局局长,阿坝

县委常委、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周禄斌　　德阳市委党校工作联络科科长,阿坝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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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副主任

雷　建　　中江县辑庆镇纪委书记,阿坝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

王晋康　　德阳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办公室主任,阿坝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陈　艳　　德阳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管护师,阿坝

县藏医院口腔科副科长

曾　林　　德阳市罗江区万安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副主

任,阿坝县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冯　林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医院主管检验师,若尔盖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冉　骞　　德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安监科科长,若尔盖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林　浩　　中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股副

股长,若尔盖县旅游发展局统计规划股股长

李　珩　　德阳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主任,若

尔盖县融媒体中心新媒体中心主任

魏　民　　绵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十级职员,若尔盖

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

曲　三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综合科科

长,若尔盖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曾胜利　　绵阳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红原县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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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宣绍成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红原县人

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内科副主任

李　东　　绵阳市委编办四级调研员,红原县委正科级

组织员

姜佳男　　绵阳市游仙区盐泉镇副镇长,红原县审计局

法规复核股股长

王　伟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财务科科长,红原县

财政局副局长

胡　强　　盐亭县黄甸镇副镇长、武装部长,红原县邛

溪镇党委副书记

邹大世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壤塘县委常委、

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李尚潇　　绵阳市安州区千佛镇党委副书记,壤塘县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

田建明　　梓潼县社保中心办公室主任,壤塘县财政局

副局长

白文忠　　绵阳市游仙区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工程师,

壤塘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陈　华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所长,壤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袁　龙　　绵阳市安州区高川乡党委副书记,壤塘县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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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局副局长

王富强　　南充市顺庆区西门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汶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陈　茜　　南充市顺庆区和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

汶川县水磨镇中心卫生院公卫科副科长

王建伟　　南充市顺庆区金台镇党委宣传政法委员,汶

川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彭　湃　　南充市顺庆区共兴小学办公室主任,汶川县

八一小学副校长

邓　星　　南充市顺庆区李家镇政府干部,汶川县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文物所副所长

刘　海　　射洪市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副主任,理县县委

办公室副主任

向银春　　遂宁市船山区交通运输局工程质量监督股干

部,理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副科长

代　勇　　大英县中医医院针灸主治医师,理县中藏医

院康复理疗科副科长

李　强　　遂宁市船山区育才路街道武装部长、办事处

副主任,理县县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副主任

陈朝全　　大英县盐井街道办副主任,理县供销社副

主任

—６３—



杨　敏　　遂宁市船山区畜牧食品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干

部,理县科技农牧水局质量检测中心副主任

李旭忠　　眉山市东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茂县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援藏办主任

秦维东　　眉山市东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干部,茂县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张尊霞　　眉山市东坡区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工作人员,

茂县统计局综合股专业技术人员

王　勤　　眉山市东坡区通惠小学教师,茂县凤仪镇小

学教师

姚　攻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高级中学体育教师,茂县

八一中学教师

何　晓　　大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松潘县委常委、

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李　威　　大邑县实验中学二级教师,松潘中学党办副

主任

李健康　　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主任,松潘县扶

贫开发局副局长

黄　建　　大邑县新场镇公立卫生院住院医师,松潘县

疾控中心医生

肖亚玫　　大邑县鹤鸣镇党政办主任,松潘县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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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邛崃市副市级干部,九寨沟县委常委、副县

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熊　伟　　邛崃市平乐古镇景区管理处主任,九寨沟县

政府办副主任

凌　强　　邛崃市固驿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

任,九寨沟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李建清　　邛崃市公安局高何派出所所长,九寨沟县委

政法委综合科副科长

秦　朗　　邛崃市固驿街道办事处科员,九寨沟县扶贫

开发局扶贫开发股股长

何奕桥　　邛崃市规划管理局临邛片区管理所所长,九

寨沟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胥　跃　　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四级主

任科员,黑水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

高雪飞　　彭州市融媒体中心视频部副主任,黑水县融

媒体中心副主任

陈均志　　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空间用途管制科科

长,黑水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

贺茂勇　　彭州市升平镇卫生院院长,黑水县卫生健康

局副局长

王　钰　　彭州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工业运行科副科

长,黑水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管理股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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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战国　　彭州市交通运输局二级主任科员,黑水县交

通运输局副局长

李军锋　　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二大队副大队长,州自

然资源局副局长

魏振兴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工作组副组

长,马尔康市大藏乡党委副书记

郑皓南　　绵阳市游仙区委办公室机关党总支书记,壤

塘县蒲西乡党委副书记

李龙华　　彭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新经济产业促进科科

长,黑水县瓦钵乡党委副书记

(三)甘孜州 (１３２名)

王志勇　　省纪委监委第十四纪检监察室四级调研员,

州监委委员

康殿巨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处副处长,州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

陈朝春　　农业农村厅正处级食用农产品稽查专员,州

农牧农村局副局长

陈　刚　　四川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导演、制片人,州

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陈紫云　　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副

总工程师、总工办副主任,州交通运输局副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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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玉珍　商务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州商务合作局

服务业发展协调科副科长

凤　丽　　省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人事教

育处副处长,州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州政

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副主任

欧阳永庆　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四级调研员,州民族干

部学校副校长

陈传波　　科技厅机关党委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州科学

技术局副局长

胡林龙　　四川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州城市

管理和执法监督局九级职员

邹　谋　　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州地质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翟玉萍　　审计厅人事处一级调研员,州审计局副局长

周丽群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管护师,康

定市金汤镇卫生院副院长

潘昌玉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康定市

沙德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高　鹏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行政后勤支部书记,康定

市民族医院医师

唐　胜　　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德育办副主任,康定市姑

咱寄宿制学校德育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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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燕　　都江堰市友爱学校一级教师,康定市第三中

学办公室副主任

刘卫国　　都江堰市柳街镇农林综合服务站站长,康定

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吴孟贤　　蒲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泸定县委常委、

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陈　波　　蒲江县发展和改革局政策法规科科长,泸定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段文斌　　蒲江县委政法委基层治理科科长,泸定县委

办公室副主任

王琼霞　　蒲江县第二人民医院妇科主治医师,泸定县

冷碛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刘　康　　蒲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副主任,泸定

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副局长

梁经和　　成都市成华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丹巴县委

组织部副部长

郭红军　　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道办事处干部,丹巴

县纪委副书记

汪晓兰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教师,丹巴县城区第

一小学副校长

黄文涛　　成都市成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科员,

丹巴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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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春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教师,丹巴县半扇门中学

副校长

庞建华　　成都市青白江区审计局副局长,九龙县对口

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陈让香　　成都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对外联络部高级主

管,九龙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苏　萍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集团大弯医院监察

员,九龙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刘　柳　　成都市青白江区残联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九

龙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

王　超　　成都市青白江区社保局数据分析与运用科科

长,九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牟邦勤　　珙县医疗保障局干部,雅江县医疗保障局办

公室主任

方祖平　　宜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和投

资促进工作局局长,雅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

局长

鞠家珍　　筠连县人民医院科教科科长,雅江县中藏医

院副院长

李　军　　江安县阳春镇桐梓中心校副校长,雅江县教

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郎政伟　　长宁县竹海镇四级主任科员,雅江县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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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四级主任科员

罗　铜　　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雅江县委办公

室副主任

林明西　　成都市郫都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道孚县委常

委、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陈小霞　　成都市郫都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道

孚县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任　驰　　成都市郫都区生态环境局科员,道孚县交通

运输局科员

袁秀英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办事处干部,道孚县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张　珍　　成都市郫都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道孚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

庞　文　　成都市郫都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

任,道孚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蹇一萍　　成都市锦江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办公室纪检监

察组组长,炉霍县委副书记、援藏工作队

领队

刘红宇　　成都市锦江区委办公室目标督查科科长,炉

霍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严　政　　成都骨科医院病区副主任,炉霍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骨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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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秀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教师,炉霍县牧区重点寄

宿制小学教导主任

李相富　　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街道办事处四级调研

员,炉霍县政府党组成员

梁　娅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公共服务中心主任,

炉霍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

林宗怀　　成都市龙泉驿区委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服务

中心主任,甘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红锦　　成都龙泉中学教师,甘孜县第四完全小学副

校长

巫惠敏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护士,甘孜县

人民医院内儿科副护士长

周德会　　成都市龙泉驿区教育局职员,甘孜县教体局

安办副主任

刘家辉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甘

孜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贾桥兵　　成都市龙泉驿区司法局监察室主任,甘孜县

司法局副局长

李　鑫　　成都高新区芳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紫薇站站

长,德格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

主任

谢　华　　成都高新区坛罐乡畜牧兽医站畜牧师,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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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范天云　　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退役军人事务服务站站

长,德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王晓斌　　简阳市石桥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德格县农牧

农村局畜牧师

邓　杨　　简阳市投资审计和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德格

县审计局固定投资审计股股长

杨伶俐　　简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德格县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叶明荣　　成都市武侯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白玉县委常

委、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黄　凯　　成都市武侯区金兴北路小学教师,白玉县第

二完全小学教务处副主任

贺福珍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管护师,白玉县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杨丽莉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 (妇幼保健院)急诊

科专业组长,白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护

士长

余　科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民生服务办公室主

任,白玉县住建局项目中心副主任

黄小琴　　成都武侯高级实验中学教师,白玉县中学教

科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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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书　　成都市温江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检验师,色

达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张　敏　　成都市温江区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

师,色达县人民医院主管药师

罗志刚　　成都市温江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色

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助理

陈　倩　　成都市温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色达县广播

电视台副台长、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综合组副组长

郎生杰　　成都市温江区司法局寿安司法所所长,色达

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砚勇　　成都市温江区财政局非税科副科长,色达县

财政局副局长

周　勇　　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石渠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国才　　成都市金牛区委统战部党外人士工作科科

长,石渠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阳　璐　　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科长,

石渠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董剑波　　成都市金牛区委宣传部网信办七级职员,石

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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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诚兰　　成都市金牛区驷马桥曹家巷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副主任药师,石渠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姜世茂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

验员,石渠县医院检验技师

郑　东　　江安县铁清镇党委组织委员,新龙县发展和

改革局副局长

朱雪林　　宜宾市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科四级主任

科员,新龙县发展和改革局四级主任科员

周光荣　　珙县孝儿镇第三小学校教导主任,新龙县中

学教务主任

朱　雨　　高县蕉村镇党政办公室主任,新龙县发展和

改革局科员

侯金彬　　江安县迎安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新龙

县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主任

曹　奎　　宜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新龙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何　军　　成都市新都一中体卫处主任、中小学高级教

师,理塘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黄　奎　　金堂县竹篙镇团委书记,共青团理塘县委办

公室副主任

李天秀　　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科

长,理塘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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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曾晓平　　金堂县赵家镇食品药品和卫计生管理办公室

主任,理塘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副主任

谢江明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中心卫生院医务科科长、

中医执业医师,理塘县藏医院副院长

何中良　　金堂县中医医院急诊科医师,理塘县人民医

院副院长

黄　冕　　成都市双流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巴塘县委常

委、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张海龙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

员,巴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黄建平　　成都市双流区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科长,巴

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罗　骁　　成都市双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交

流中心市场管理科副科长,巴塘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杨西华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小学语文教师,巴塘县金

弦子小学副校长

雷光伟　　成都市双流区水务局财务科科长,巴塘县自

然资源局规划师

刁建波　　泸县信访局副局长,乡城县财政局副局长

宋　强　　泸县云龙镇交通办科员,乡城县交通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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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

蒋官荣　　泸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乡城县公安

局副局长

胥　艳　　泸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党办主

任,乡城县卫健局副局长

吴剑波　　泸县天兴镇交通办副主任,乡城县交通局副

局长

陈忠杰　　泸州市纳溪区党员服务中心副主任,稻城县

人才办副主任

商西权　　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医保站副站长,稻城

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

陈　州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政府群工办副主任,稻

城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彭晓容　　泸州市中医医院骨伤三科护士长,稻城县卫

健局局长助理

张光双　　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宣传干事、人大秘书,

稻城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李维军　　成都市青羊区就业局创业促进科科长,得荣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邓鑫磊　　成都市青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协调与应

急管理科科长,得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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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波　　成都市青羊区新经济和科技局办公室主任,

得荣县财政局副局长

冯　强　　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党政办主任,

得荣县政府办副主任

黄　枫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绿舟分校总务主任,得荣

县城关小学副校长

王　凯　　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得荣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

王利洪　　泸州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医师,稻城县中

藏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石东诚　　四川革什扎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

处副处长,丹巴县巴底镇党委副书记

屈　峰　　成都市青白江区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九龙

县雪洼龙镇党委副书记

李　彬　　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人大副主席,雅江县木

绒乡党委副书记

刘　界　　成都市郫都区政府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道

孚县仲尼乡党委副书记

洪　锴　　成都市锦江区卫生健康局二级主任科员,炉

霍县卡娘乡党委副书记

李权益　　成都经开区两委办信访接待科负责人,甘孜

县卡龙乡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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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涛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副主任科员,德格县

达马镇党委副书记

周　超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德

格县竹庆镇党委副书记

庞诗川　　成都市武侯区委宣传部三级主任科员,白玉

县热加乡党委副书记

刁家志　　四川省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材料与环保学

院食品生物技术专业负责人、学院工会主

席、学院教工支部书记,色达县年龙乡党委

副书记

马　里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群工办主任,色达县大

则乡党委副书记

刘　洋　　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街道党办副主任,石渠

县色须镇党委副书记

刘明德　　成都市新都区委办公室保密机要三科副科

长,理塘县绒坝乡党委副书记

蒋国全　　金堂县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勘验服务中心勘

验服务三部部长,理塘县亚火乡党委副书记

张　龙　　泸县嘉明镇财政所所长,乡城县沙贡乡党委

副书记

蓝　滨　　成都市青羊区西御河街道办事处干部,得荣

县松麦镇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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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凉山州 (６７名)

唐雪峰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州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

游克斌　　财政厅综合处副处长,州财政局副局长

朱明高　　攀枝花市烤烟服务中心副主任,木里藏族自

治县委常委、副县长、援藏工作队领队

李秀敏　　米易县中医医院检验科主任,木里藏族自治

县中藏医院检验师

刘　波　　米易县农业产业经济和市场信息服务中心主

任,木里藏族自治县农牧渔综合执法大队大

队长

万雪峰　　攀枝花市经信局无线电监测站八级职员,木

里藏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副

局长

杜双江　　盐边县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不动产登记中

心主任,木里藏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刘良杰　　攀枝花市仁和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木里藏

族自治县民族学校教师

周　滔　　泸州市江阳区政府建设管理中心综合股股

长,盐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科员

刘章胜　　泸州市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工程师,盐源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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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盐源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罗　磊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安办主任,盐源县双河

乡政府科员

卢家玉　　泸州市人民医院科研秘书,盐源县中医医院

医师

李　夏　　泸州市江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

管检验师,盐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医生

温朝刚　　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普

格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郭　磊　　泸州市龙马潭区电子政务办公室工作人员,

普格县政府办公室科员

田　广　　泸州市龙马潭区水务局助理工程师,普格县

水务局综合管理股副股长

张启泉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闻舆论工作中心副主任,

普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束　丹　　泸州市龙马潭区司法局公律股副股长,普格

县政府办公室科员

廖化福　　泸州市龙马潭区交通运输局质监站站长、工

程师,普格县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股副股长

王　勇　　江油市小溪坝镇党委委员、宣传政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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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拖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庄锦进　　江油市三合镇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工

作人员,布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熊　瑛　　江油市农业农村局产业股股长,布拖县农业

农村局经作站副站长

黄光述　　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布拖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王远华　　江油市青莲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布

拖县龙潭镇党委委员

毛　毅　　广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阳县委常

委、副县长、援彝工作队领队

江　山　　广汉市金轮镇党委副书记,金阳县纪委监委

审理室副主任

向卫东　　广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应急

办主任,金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谭　磊　　广汉市商务经济合作局商务综合行政执法监

察大队副大队长,金阳县商务经济合作和外

事局九级职员

谭　华　　广汉市法学会办公室主任,金阳县司法局副

局长

邓　立　　广汉市政府办公室电子政务中心九级职员,

金阳县政府办公室信息中心九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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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辉　　绵阳市涪城区副区长,昭觉县副县长

严荣斌　　绵阳市涪城区司法局工区司法所所长、四级

主任科员,昭觉县农牧局副局长

魏赵津　　绵阳市涪城区丰谷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

员,昭觉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副主任

姚忠富　　绵阳市涪城区司法局副局长,昭觉县扶贫开

发局副局长

罗小兵　　绵阳市涪城区供销社综合业务股股长,昭觉

县委政研室经济股股长

张　帆　　绵阳市涪城区经济合作局项目管理科科长、

四级主任科员,昭觉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

局长

张辉文　　什邡市网络政务与电教中心主任,喜德县法

纪教育中心副主任

周　睿　　什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蓥华所所长,喜德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股股长

廖　磊　　什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喜德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赵　刚　　什邡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九级职员,喜德县

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何萌阳　　什邡市第四幼儿园一级教师,喜德县机关幼

儿园副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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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培建　　什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喜德县

卫生健康局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副股长

李春梅　　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

治医师,越西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

黄　伟　　德阳市旌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越西

县委办公室文秘股副股长

杨　俊　　德阳市旌阳区农业农村局助理农艺师,越西

县农业农村局植物检疫站副站长

王　璐　　德阳市旌阳区委宣传部新闻股科员,越西县

扶贫开发局办公室副主任

钟小发　　德阳市旌阳区扬嘉力恒小学校教导主任,越

西县文星小学教导主任

向廷建　　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医生,越西县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

李国栋　　绵竹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甘洛县商

务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副局长

龙述强　　绵竹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甘洛县纪

委监委科员

袁　越　　绵竹市九龙镇政府科员,甘洛县扶贫开发局

科员

任　勇　　绵竹市供销社副主任,甘洛县农业农村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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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

刘晓鸣　　绵竹市交通运输局客运中心办公室主任,甘

洛县交通运输局科员

秦玉明　　绵竹市土门中学教师,甘洛县普昌中学教师

余浩民　　乐山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美姑县委常委、

副县长、援彝工作队领队

赵　晋　　乐山市委老干部局四级调研员,美姑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

徐　伟　　乐山市精神病医院门诊部副主任,美姑县人

民医院医生

阿库阿兴　乐山市民宗委社会事业科二级主任科员,美

姑县民宗局副局长

付　丽　　乐山市财政局会计师,美姑县财政局副局长

凌建军　　井研县千佛镇中心小学二级教师,美姑县城

关小学教师

黄　硕　　宜宾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办公室副主任,雷波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陈昭林　　宜宾市翠屏区农业农村局兽医师,雷波县农

业农村局多种经营管理站副站长

曾　松　　宜宾市翠屏区司法局宋家司法所司法助理员,

雷波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刘贵堂　　宜宾市翠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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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员,雷波县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副

局长

陈　利　　宜宾市翠屏区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科

科长,雷波县疾控中心主管护师

余　雄　　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团委书记,雷波县

发改经信局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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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 “五个一”帮扶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集体 (３３０个)

(一)成都市 (４个)

成都市委办公厅 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简阳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简阳市妇女联合会

　 (二)自贡市 (６个)

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自贡市税务局

大安区委组织部 沿滩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荣县科技和经济信息化局 富顺县委办公室

　 (三)攀枝花市 (５个)

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攀枝花市直机关工委

仁和区发展和改革局 米易县交通运输局

盐边县委统战部

　 (四)泸州市 (１３个)

泸州市直机关工委 泸州市应急管理局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泸县医疗保障局

合江县行政审批局 叙永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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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叙永县交通运输局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 国家税务总局古蔺县税务局

四川古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德阳市 (４个)

德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中江县财政局

中江县农业农村局 中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绵阳市 (１５个)

绵阳市纪委监委机关 绵阳市委统战部

绵阳市公安局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绵阳市财政局 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绵阳)科技城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 安州区自然资源局

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三台县政府办公室

盐亭县财政局 梓潼县公安局

北川县教育和体育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川县税务局

平武县纪委监委机关

　 (七)广元市 (１９个)

广元市委办公室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

广元市科学技术局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广元市扶贫开发局 广元市档案馆

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 利州区法院

朝天区委组织部 昭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苍溪县委组织部 苍溪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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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农村公路规划建设管理中心 旺苍县纪委监委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旺苍县税务局 剑阁县委组织部

剑阁县司法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川县税务局

青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八)遂宁市 (８个)

遂宁市委编办 遂宁市直机关工委

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 船山区检察院

遂宁高新区城乡统筹建设发展中心 蓬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英县税务局 射洪市教育和体育局

　 (九)内江市 (８个)

内江市政协办公室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内江市税务局 市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兴区委组织部 隆昌市委办公室

资中县纪委监委机关 威远县教育和体育局

　 (十)乐山市 (１７个)

乐山市政府办公室 乐山市扶贫开发局

乐山市财政局 乐山市公安局

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乐山市水务局

金口河区交通运输局 井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沐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沐川县民政局

沐川县交通运输局 峨边县纪委监委机关

峨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峨边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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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县教育局 马边县卫生健康局

马边县农业农村局

　 (十一)南充市 (２３个)

南充市纪委监委机关 南充市委统战部

南充市委政策研究室 南充市委老干部局

南充市农业农村局 南充市国资委

南充经济开发区 南充市人防办

国家税务总局南充市税务局 顺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高坪区交通运输局 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充市嘉陵区税务局 阆中市农业农村局

阆中市交通运输局 南部县委组织部

西充县纪委监委机关 仪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仪陇县交通运输局 营山县农业农村局

营山县工商业联合会 蓬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蓬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十二)宜宾市 (１６个)

宜宾市政协办公室 宜宾市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公室

宜宾市公安局 宜宾市国资委

宜宾市农业科学院 宜宾市卫生健康委

翠屏区农业农村局 南溪区纪委监委机关

叙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安县林业和竹业局

长宁县委办公室 高县县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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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连县教育和体育局 珙县政协办公室

兴文县政协办公室 屏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十三)广安市 (１９个)

广安市委统战部 广安市直机关工委

广安市发展改革委 广安市财政局

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广安市信访局

广安金财集团 广安区政府办公室

广安区农业农村局 前锋区发展和改革局

前锋区市场监管局 华蓥市民政局

华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岳池县委组织部

岳池县卫生健康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胜县税务局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邻水县委组织部

邻水县财政局

　 (十四)达州市 (１９个)

达州市委办公室 达州市委组织部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 达州市财政局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达州市应急管理局

达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川区卫生健康局

达川区农业农村局 达川区政协办公室

万源市委组织部 万源市直机关工委

宣汉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宣汉县中医院

大竹县财政局 大竹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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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县委办公室 渠县扶贫开发局

开江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十五)巴中市 (１７个)

巴中市纪委监委机关 巴中市财政局

巴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巴中市信访局

巴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巴中市投资促进局

国家税务总局巴中市巴州区税务局 巴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恩阳区民政局 恩阳区扶贫开发局

南江县交通运输局 南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通江县财政局 通江县林业局

巴中市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平昌县纪委监委机关

平昌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十六)雅安市 (１０个)

雅安市纪委监委机关 雅安市委政法委

雅安市卫生健康委 雨城区纪委监委机关

名山区委组织部 芦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宝兴县财政局 荥经县行政审批局

汉源县农业农村局 石棉县财政局

　 (十七)眉山市 (５个)

眉山市纪委监委机关 眉山市委组织部

仁寿县委组织部 洪雅县委组织部

青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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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资阳市 (１１个)

资阳市委办公室 资阳市政协办公室

资阳市委组织部 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雁江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雁江区委组织部

安岳县人民医院 安岳县委组织部

安岳县柠都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乐至县委办公室

乐至县政府办公室

　 (十九)阿坝州 (３４个)

阿坝州委办公室 阿坝州委宣传部

阿坝州财政局 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阿坝州应急管理局 阿坝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阿坝州林业和草原局 达古冰川管理局

阿坝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阿坝州藏医院

国家税务总局阿坝州税务局 四川省汶川中学校

阿坝大九寨旅游集团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马尔康市支行

金川县政府办公室 小金县委办公室

小金县委组织部 小金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

阿坝县交通运输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坝县税务局

若尔盖县检察院 红原县财政局

壤塘县财政局 壤塘县藏医院

汶川县检察院 汶川县交通运输局

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 茂县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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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公安局 松潘县政协办公室

松潘县财政局 九寨沟县公安局

黑水县政协办公室 黑水县委组织部

　 (二十)甘孜州 (３７个)

甘孜州法院 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甘孜州政协办公室 甘孜州委组织部

甘孜州委宣传部 甘孜州委政法委

甘孜州直机关工委 甘孜州经济和信息化局

甘孜州交通运输局 甘孜州水利局

甘孜州审计局 甘孜州扶贫开发局

康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定县委组织部

丹巴县检察院 九龙县政府办公室

雅江县纪委监委机关 道孚县教育和体育局

炉霍县卫生健康局 甘孜县委办公室

甘孜县委组织部 色达县委组织部

色达县统计局 德格县法院

德格县公安局 白玉县检察院

石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公司石渠县供电分公司

新龙县委办公室 新龙县教育和体育局

理塘县委政法委 理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巴塘县公安局 乡城县应急管理局

稻城县纪委监委机关 得荣县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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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海螺沟景区管理局

　 (二十一)凉山州 (４０个)

凉山州纪委监委机关 凉山州法院

凉山州政协办公室 凉山州委组织部

凉山州委宣传部 凉山州委统战部

凉山州直机关工委 凉山州财政局

凉山州国资委 凉山州卫生健康委

国家税务总局凉山州税务局 西昌学院

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西昌市委组织部

国家税务总局德昌县税务局 会理县农业农村局

会东县委组织部 宁南县纪委监委机关

普格县委办公室 普格县委组织部

布拖县民政局 国网四川凉山州电力公司布拖县供电分公司

昭觉县政府办公室 昭觉县委组织部

金阳县检察院 金阳县林业和草原局

雷波县纪委监委机关 雷波县委办公室

美姑县纪委监委机关 美姑县农业农村局

甘洛县委组织部 甘洛县财政局

越西县委组织部 越西县公安局

喜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喜德县林业和草原局

冕宁县委办公室 盐源县纪委监委机关

盐源县委组织部 木里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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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先进个人 (１３９９名)

(一)优秀第一书记 (５４９名)

１成都市 (９名)

胡登宇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高新区清

风乡盘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邓　勇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筑规划管理处二级主

任科员,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韩　郸　　市政府办公厅机关目标处一级主任科员,简

阳市平泉街道协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闵　楠　　市人大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简

阳市三星镇共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长

刘永进　　简阳市财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简阳市

镇金镇河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瑾　　简阳市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简阳市

禾丰镇安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付建梅　　简阳市施家镇综合办主任,简阳市施家镇四

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建波　　简阳市壮溪镇综合办主任,简阳市壮溪镇大

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尹　伟　　成都文旅集团三岔湖分公司总经办专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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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海螺镇洞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２自贡市 (１１名)

裴　宽　　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沿滩区沿

滩镇汪坝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李建永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指挥信息保障中心八级职

员,贡井区桥头镇永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琳蔚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辅导员,自流井区舒

坪街道上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小飞　　大安区扶贫移民开发中心副主任,大安区何

市镇高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荣　轲　　大安区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宣传股股长,

大安区回龙镇双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姜　尚　　沿滩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管理办公

室主任,沿滩区瓦市镇大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沈　政　　富顺县兜山镇党政办副主任、纪委委员,富

顺县兜山镇杨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松　　富顺县司法局科员,富顺县李桥镇大地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林　玲　　荣县民政局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股副股长,

荣县乐德镇筲箕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莉鳗　　荣县旭阳镇党政办主任,荣县旭阳镇金鱼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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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霞　　荣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荣县双石镇武官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３攀枝花市 (４名)

向　往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米易县

湾丘乡青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云莲　　仁和区中坝乡政府重大项目协调办主任,仁

和区中坝乡中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郑　飞　　盐边县气象局办公室主任,盐边县红宝乡中

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汪杨力　　米易县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和行政审批股

股长,米易县得石镇马鹿寨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４泸州市 (２０名)

张振飞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审计分局审计业务一处副

处长,古蔺县护家镇红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詹惠杰　　市检察院法警支队干警,古蔺县东新镇姚家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章　程　　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合江

县荔江镇五亩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史书龙　　西南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

合江县榕山镇回洞桥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王　军　　四川中烟绵阳卷烟厂制丝工艺管理员,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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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潦乡雄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均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检测站副站长,纳溪区龙

车镇古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晓邦　　纳溪区司法局打古镇司法所副所长,纳溪区

打古镇普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林　　泸县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泸县方洞

镇庆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徐建波　　泸县财政局农业股副股长,泸县云锦镇冯石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施崇莉　　泸县人大代表服务中心副主任,泸县天兴镇

板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卢丽娟　　合江县白米镇党政办主任,合江县白米镇碾

子塝村党委第一书记

左　英　　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域经济服务中心主任,

合江县九支镇柏香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赵沪渝　　合江县先滩镇综治办副主任,合江县先滩镇

显云寺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余　飞　　叙永资源综合利用经济园区管委会党政办副

主任,叙永县天池镇高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袁汝良　　叙永县第三中学校教务处主任,叙永县后山

镇高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邹　锐　　叙永县向林镇扶贫办副主任,叙永县向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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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薛　钟　　叙永县委督查室副主任,叙永县水潦乡水潦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霏霏　　古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古蔺县

古蔺镇芭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姚劲松　　古蔺县太平镇财政所所长,古蔺县太平镇高

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林　旺　　古蔺县黄荆镇经发办主任,古蔺县黄荆镇黄

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５德阳市 (８名)

朱　川　　共青团德阳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中江县集

凤镇新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明辉　　旌阳区住建局质安站监督员,旌阳区双东镇

东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郑　明　　罗江区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罗江

区鄢家镇黑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建波　　广汉市自然资源局九级职员,广汉市连山镇

滴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凃　力　　什邡市委组织部党员干部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什邡市师古镇苏家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　民　　四川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什邡卷烟厂员工,

中江县会龙镇柳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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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金鑫　　绵竹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绵竹

市紫岩街道兴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梦圆　　中江县龙台镇党政办副主任,中江县龙台镇

沼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６绵阳市 (２８名)

杨方春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副处长,北川羌族自

治县坝底乡通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贾文韬　　农业农村厅计划投资财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北川羌族自治县通泉镇幸福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邓　涛　　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三科副科长,平武县虎牙

乡上游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兴东　　市人大常委会民宗外侨工委办公室主任,江

油市马角镇印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俊生　　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一级科员,三台县紫河

镇红灯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橙寒　　涪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九级职员,涪城区

杨家镇鲜家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江海　　安州区农业农村局水资源监测和防汛调度中

心主任,安州区雎水镇红星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刘　毅　　江油市公安局永胜派出所副所长,江油市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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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镇新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鹏　　江油市三合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江

油市二郎庙镇将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郎　洁　　国家税务总局江油市税务局二郎庙税务分局

一级科员,江油市雁门镇西坝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熊　伟　　三台县大数据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股股长,

三台县建中镇高山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左小川　　三台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干部,三台县西平镇

活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肖　林　　三台县新鲁镇石桥中心小学校副校长,三台

县金石镇元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琴琴　　三台县档案馆信息技术股副股长,三台县观

桥镇乔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左亚洲　　三台县法院审管办副主任,三台县新生镇太

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亚中　　三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科员,三台县

秋林镇文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欣鑫　　三台县委党校办公室干部,三台县立新镇李

家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冯　欢　　盐亭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发展中心干部,盐亭

县玉龙镇金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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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雄　　盐亭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股副股长,盐亭

县文通镇铁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超　　盐亭县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盐亭县岐伯镇前

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胥　瀛　　盐亭县项目推进服务中心主任,盐亭县鹅溪

镇东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军　　梓潼县水利局水土保持监测站副站长,梓潼

县自强镇三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辜明洲　　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信息化工作服务

中心副主任,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爬山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福军　　北川羌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北

川羌族自治县通泉镇流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兴奎　　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镇社服中心主任,北

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镇樱桃沟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范文富　　平武县委办公室总值班室主任,平武县龙安

镇义佛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杜　龙　　平武县扶贫开发中心干部,平武县白马乡伊

瓦岱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涛　　平武县财政局资产管理股股长,平武县锁江

乡黄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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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广元市 (４３名)

黄本波　　省委组织部党员干部信息管理中心一级主任

科员,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勇兵　　省委编办四处一级主任科员,朝天区中子镇

印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任刚强　　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副科长,利州区三堆镇

党委副书记,利州区三堆镇龙池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唐一栩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副科

长,苍溪县龙山镇荆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袁　浩　　市财政局债务金融科副科长,旺苍县柳溪乡

狮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佘　锦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书记,青川县乔庄镇大

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蹇　凯　　市委统战部干部科科长,青川县关庄镇陶龙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锐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生产站副站长,朝天区两

河口镇老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梁现锦　　市自然资源局朝天区分局法规股股长,朝天

区大滩镇捍红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陈　　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事业人员,苍溪县永宁镇

金洞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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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峰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旺

苍县天星乡大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若凡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息技术科科长,昭

化区磨滩镇佛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范翰林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技术安全部副部长,苍

溪县漓江镇寺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勇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基础部教研室教师,昭化

区射箭镇五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海春　　广元经开区石龙街道财政所所长,广元经开

区石龙街道坪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虹剑　　四川省广元中学总务科副科长,剑阁县武连

镇水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川　　苍溪县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一级科员,

苍溪县浙水乡梁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陶源祎　　苍溪县委统战部办公室八级职员,苍溪县龙

王镇五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向劲松　　苍溪县融媒体中心采集部副主任,苍溪县河

地乡琳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　键　　苍溪县园林绿化事务中心园林绿化工程师,

苍溪县岳东镇老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锐　　苍溪县发展和改革局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指挥

中心副主任,苍溪县云峰镇陈石村党支部第

—７７—



一书记

袁　扬　　苍溪县行政审批局九级职员,苍溪县高坡镇

童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昝　旺　　苍溪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助理工程师,苍溪

县白桥镇铜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孟　维　　苍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城中队副队长,苍

溪县石门乡中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冉起阳　　旺苍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旺苍县正

源乡学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定炳　　旺苍县水利局水务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旺

苍县大德乡燎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孙梦逸　　旺苍县委宣传部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干部,旺

苍县龙凤镇人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董艳容　　旺苍县妇幼保健院药剂科主任,旺苍县白水

镇团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杜明潘　　剑阁县政府办公室人事股股长,剑阁县汉阳

镇陡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发冲　　剑阁县市场监管局食品综合股副股长,剑阁

县北庙乡钟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管兴志　　剑阁县烟草专卖局财务管理科会计,剑阁县

涂山镇石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天伟　　剑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剑阁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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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镇青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德鹏　　剑阁县委编办业务股股长,剑阁县田家乡共

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晓苹　　国家税务总局剑阁县税务局机关党委干部,

剑阁县长岭乡玉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定强　　川投水务剑阁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剑阁

县东宝镇新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杜　鹏　　广元市天然气公司剑阁分公司党支部副书

记,剑阁县长岭乡金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海军　　青川县交通运输局应急指挥中心九级职员,

青川县竹园镇衡柏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黄　琦　　青川县委办公室党政网管理中心九级职员,

青川县茶坝乡太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志华　　青川县人社局社保资金稽核管理中心九级职

员,青川县姚渡镇市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占泉　　青川县人武部九级职员,青川县蒿溪乡光辉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强远刚　　中国农业银行广元东城支行副行长,利州区

白朝乡新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许露洁　　利州区自然资源分局耕地保护监督工作组副

组长,利州区大石镇冠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舒泓锦　　昭化区扶贫开发局办公室干部,昭化区虎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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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竹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８遂宁市 (１８名)

胡　乔　　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四级主任科员,安居区

白马镇副镇长,安居区白马镇卧龙桥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李春宏　　市妇联组宣部部长,船山区桂花镇瓦窑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郑　林　　船山区龙凤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党政

办副主任,船山区龙凤镇龙宝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陈彦立　　船山区委党校农民教育培训股股长,遂宁高

新区保升镇关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　毅　　安居区重点办铁建股股长,安居区西眉镇双

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仕国　　安居区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安居区中兴镇夏

家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光国　　安居区西眉中学教师,安居区横山镇方园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燕　　射洪市司法局法治监督股股长,射洪市天仙

镇文武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烨培　　射洪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射洪

市青岗镇白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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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渐锋　　射洪市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股工作人员,射

洪市东岳镇桐梓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仁杰　　射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主任,射洪市

大榆镇新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梁　春　　蓬溪经开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蓬溪县三凤

镇跃进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勇　　建设银行遂宁分行纪检监察员,蓬溪县群利

镇洪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郑德志　　蓬溪县市场监管局蓬南所工作人员,蓬溪县

蓬南镇朝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谋　　蓬溪经开区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蓬溪县金桥

镇瓦房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熊　楠　　大英县委政法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导股股

长,大英县玉峰镇星宿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唐　坤　　大英县税务局天保分局副局长,大英县天保

镇沙石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　怡　　大英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大英县河边镇兰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９内江市 (１７名)

曾　诚　　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副支队长,东兴区富

溪镇天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超　　内江师范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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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银山镇金紫铺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林锡东　　共青团内江市市中区委书记,市中区全安镇

花洞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才浚　　东兴区农业农村局种子服务站站长,东兴区

双才镇玉皇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玲　　东兴区法学会副秘书长,东兴区高梁镇慈花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燕　　东兴区住建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东兴区顺河

镇高升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　英　　隆昌市龙市镇党委副书记,隆昌市古湖街道

大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武　　隆昌市古湖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隆昌市黄家

镇共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莉　　隆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

隆昌市双凤镇庵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肖云恩　　隆昌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隆昌市响石镇

鹰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周立　　资中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组织宣传文

体股股长,资中县新桥镇芦茅湾村党总支第

一书记

唐军基　　资中县档案馆馆务股股长,资中县鱼溪镇老

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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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昆　　资中县城建监察大队副中队长,资中县罗泉

镇獐子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俊杰　　资中县委办公室督查股股长,资中县水南镇

板桥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赵　刚　　威远县扶贫开发局移民安置扶持股股长,威

远县越溪镇双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赖　勇　　威远县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股副股长,

威远县东联镇袁家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正军　　威远县龙会镇中心卫生院办公室主任,威远

县龙会镇高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０乐山市 (１４名)

唐良夫　　市交通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金口河区共安乡

新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隆　朗　　市教育局计划基建财务科工作人员,井研县

高凤镇双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颖　　市委编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科长,沐川县

利店镇珠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俊友　　市工商业联合会一级主任科员,沐川县利店

镇大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月曦　　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峨边彝族自治县新场乡星星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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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翼　　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旅游文化局副局

长,峨边彝族自治县毛坪镇灵凤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宋昌俊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工作人

员,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黄泥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孙鸿强　　市科技发展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马边彝族

自治县荍坝乡水平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冬　　市人事考试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马边彝族

自治县老河坝乡惠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倩倩　　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

员,峨边彝族自治县共和乡双峨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罗君秀　　峨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政务督办股股

长,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月包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朱荣华　　峨眉山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马边彝族自治县三河口乡星星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许晓强　　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工农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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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洛挖里　马边彝族自治县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

马边彝族自治县建设乡湾儿沟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１１南充市 (６９名)

付　林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二级

主任科员,高坪区长乐镇倒马坎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毛树宾　　省委政研室调研一处副处长,南部县碑院镇

林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劲宏　　国家税务总局南充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科

员,嘉陵区安平镇芭蕉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俊　　中国电子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办

公室董事长秘书,阆中市文成镇井溪河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万凌晖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工程师,高坪区阙家

镇火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少峰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嘉陵

区盐溪乡羊龙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强　　四川省电影公司办公室主管,南部县定水镇

二龙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红军　　四川峨眉电影频道新生力公司副总经理,南

部县定水镇程家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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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玮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

院)文化商学院团委副书记,营山县望龙湖

镇党委副书记、望龙湖镇金石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陈　维　　西南石油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维修工程管理

科科长,蓬安县锦屏镇鹅项颈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汤浩江　　市供销社信息网建科一级科员,顺庆区新复

乡四方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果　　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稽查科副科长,高坪区

东观镇吴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波　　市收费票据监管中心科员,嘉陵区龙蟠镇菜

子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时德才　　市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干部,阆中市河溪

街道白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方　棡　　市监狱四监区监区长,阆中市五马镇东木门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克刚　　南充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党委委员,南部县富

利镇大树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段　丹　　市疾控中心人事科科员,南部县长坪镇积极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　鑫　　市政府办公室后勤保障科干部,西充县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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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老家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饶成波　　中国联通南充分公司职员,仪陇县五福镇皂

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杰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工程师,仪陇县大寅镇凤

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亮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副科长,营山县黄渡镇

党委副书记、黄渡镇兰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谭　渊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科副科长,营山县

灵鹫镇党委副书记、灵鹫镇鸡嘴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马晓勇　　市政协联谊地方政协委副主任,蓬安县锦屏

镇西拱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谯苏敏　　市委编办监督检查科副科长,蓬安县新园乡

渔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光鹏　　市园林管理处绿化科副科长,蓬安县金甲乡

果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申爱民　　顺庆区财政局基财股副股长,顺庆区搬罾街

道小河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海波　　高坪区审计局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副主任,高

坪区阙家镇利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天卫　　高坪区医保局基金财务股干部,高坪区胜观

镇石坝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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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力　　高坪区财政局党建股股长,高坪区东观镇二

家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林虎　　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干部,嘉陵区曲水镇

索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涛　　嘉陵区大通镇干部,嘉陵区大通镇高顶寺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强　　嘉陵区社保局工伤股干部,嘉陵区吉安镇雷

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　磊　　嘉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江市场监督管理所

干部,嘉陵区双桂镇大磨堰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余　鑫　　嘉陵区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嘉

陵区龙蟠镇朱村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丽娜　　阆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技术推广站干

部,阆中市思依镇大益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尹　波　　阆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所所长,阆中市

老观镇南阳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冬泉　　阆中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阆中

市妙高镇陈家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田婷宜　　阆中市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局进出口管理与会

展股股长,阆中市飞凤镇牲口河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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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安　　阆中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副经理,

阆中市望垭镇双合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娟　　阆中市天宫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阆中市天

宫镇中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健　　南部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干部,南部县石龙镇

丝公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歆玥　　南部县建兴镇副镇长,南部县建兴镇富家庙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　彬　　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盘龙国土资源所所

长,南部县长坪镇罗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桂英　　南部县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人秘股干部,南部

县五灵乡何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杜　俭　　南部县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南部县楠木

镇牌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雄　　南部县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公室绩效管理股股

长,南部县楠木镇茶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郭俊杰　　西充县法院干警,西充县古楼镇庙子滩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邱　翌　　西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工股副股长,西

充县关文镇杜家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明科　　仪陇县殡葬服务中心副主任,仪陇县永光镇

龙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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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海　　仪陇县农业农村局绿色食品办公室主任,仪

陇县新政镇云雾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翀　　仪陇县森林公安局法制办主任,仪陇县保平

镇字库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翟青松　　仪陇县立山镇财政所负责人,仪陇县立山镇

下马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邱劲松　　仪陇县永乐镇党政办主任,仪陇县永乐镇牌

楼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潘　旭　　仪陇县公路管理局干部,仪陇县马鞍镇铁山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海涛　　仪陇县高端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仪陇县复

兴镇玉皇观农村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道斌　　仪陇县邮政公司职工,仪陇县先锋镇石岭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毅　　仪陇县司法局日兴司法所所长,仪陇县福临

乡插旗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杰霖　　营山农商银行东城支行客户经理,营山县老

林镇龙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于　意　　营山县委组织部高端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营山县城南街道文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余　婷　　营山县委办公室科员,营山县骆市镇桂山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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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川　　营山县扶贫开发局机关党支部书记,营山县

东升镇油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岚峰　　营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籍地政与不动产

股干部,营山县渌井镇盐龙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徐玲莉　　营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营山县老林镇

雁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　璨　　营山县悦中乡财政所副所长,营山县悦中乡

龙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维　　蓬安县委办公室政工股副股长,蓬安县徐家

镇小河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雷浩田　　国家税务总局蓬安县税务局干部,蓬安县巨

龙镇文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魏　瑛　　蓬安县相如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蓬安

县相如街道玉龙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雄　　蓬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慢科科长,蓬安

县正源镇古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燕　　蓬安生态环境局土壤管理股股长,蓬安县锦

屏镇胡家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２宜宾市 (２６名)

朱春林　　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三级主任科员,屏山县书

楼镇桤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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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昕　　成都海关人事处四级主任科员,珙县罗渡乡

楠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坤霖　　市医疗保障局审核科科长,兴文县大河乡落

白亮村党支第一书记

陈治锡　　市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翠屏

区菜坝镇水库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宋国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科

副科级市场稽查专员,筠连县筠连镇五凤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柴进水　　市信访局接访二科科长,屏山县清平乡烂田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代伟仁　　市党政网管理中心一级科员,叙州区双龙镇

新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左小洪　　市水勘院办公室副主任,高县蕉村镇联民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胤　　市审计投资中心工作人员,珙县孝儿镇燕坪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平　　四川轻化工大学川酒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主

任,屏山县书楼镇中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肖　霄　　翠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推办主任,临港

经开区双城街道骑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可人　　南溪区医疗保障局居民医保股工作人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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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区汪家镇青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　敏　　叙州区人民医院工会主席,叙州区商州镇晒

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平　　叙州区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评论部主任,

叙州区南广镇塘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董浩然　　叙州区机关事务管理办主任,叙州区南广镇

七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林　伟　　江安县人社局培训与就业促进股副股长,江

安县留耕镇重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仁杰　　江安县事业单位登记中心主任,江安县阳春

镇乱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友兵　　长宁县香炉滩码头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纪检

特派员,长宁县长宁镇党委委员、两合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赵树华　　高县统计局二级主任科员,高县来复镇文和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　蕾　　高县森林公安局文江派出所三级警长,高县

庆岭镇桥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兰　　筠连县委办公室督查股副股长,筠连县筠连

镇两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挺　　筠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测科科长,

筠连县丰乐乡新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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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龙　　共青团珙县县委办公室主任,珙县曹营镇雨

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家强　　共青团兴文县委业务股股长,兴文县原太平

镇太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翔宇　　兴文县旅游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外贸发展股

股长,兴文县共乐镇原双河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党　媛　　屏山县机关事务中心主任,屏山县屏山镇长

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３广安市 (４３名)

康　洛　　省委政法委政治部纪律作风建设处二级主任

科员,广安区兴平镇龙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姚袁勇　　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车辆管理科科长,武胜

县三溪镇长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旭　　教育厅人事与教师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武

胜县万隆镇飞来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冯鸟东　　四川大学党政办综合科科长,岳池县苟角镇

党委副书记、石板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阳　　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干部,岳池县顾县镇

马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玉明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副支队长,广安区白马

乡石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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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刚　　市委党校教师,武胜县鸣钟镇大石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刘盛平　　广安区纪委监委宣传部干部,广安区恒升镇

代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雪梅　　广安区投资促进局工会主席,广安区官盛镇

渡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志强　　广安区融资服务中心主任,广安区彭家乡金

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江　　广安区交通运输局安运股副股长,广安区花

桥镇新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唐景林　　前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

理所所长,前锋区观阁镇七谷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秦源誉　　前锋区龙塘街道办事处一级科员,前锋区龙

塘街道立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金松　　前锋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九级职

员,前锋区观塘镇双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雄　　前锋区应急管理局煤炭技术安全服务中心综

合股股长,前锋区广兴镇中村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刘　昆　　华蓥市市场监管局干部,华蓥市禄市镇大坡

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５９—



张　刚　　岳池县农村公路质量监督管理站干部,岳池

县九龙街道石院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星　　岳池县法院司法警察,岳池县朝阳街道龙马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秦　伟　　岳池县新场镇宣传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干部,

岳池县新场镇圣兴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佳　　岳池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副站长,岳池县伏

龙镇白杨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袁　佳　　岳池县西板镇农技站干部,岳池县西板镇殷

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毛　帅　　岳池县经济合作中心北京分中心干部,岳池

县秦溪镇峰山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涂志平　　岳池县裕民镇宣传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干部,

岳池县鱼峰乡周家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邓　坤　　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代林业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岳池县黄龙乡樟木桥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许红波　　岳池县发展和改革局评审办干部,岳池县花

园镇王家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林子圣　　岳池县普安镇宣传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干部,

岳池县普安镇象鼻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发俊　　岳池县天平镇脱贫办干部,岳池县天平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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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漆家军　　中国联通广安市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主任,

岳池县龙孔镇曙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斌　　武胜县街子镇农技站工作人员,武胜县街子

镇张家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冯国营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教师,武胜县礼安镇

半边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铭　　武胜县华封镇政府干部,武胜县华封镇黑水

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陈　　武胜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武胜县万善

镇茶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谭　敬　　邻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邻水县观音桥镇高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梁　涛　　邻水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要素保障股股长,邻

水县高滩镇梨子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建文　　邻水县九龙小学副校长,邻水县九龙镇羊鹿

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进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酒店管理专业负责人,邻

水县城南镇磬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游　柏　　邻水县委党校八级职员,邻水县黎家镇高峰

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蔡晓维　　国家税务总局邻水县税务局干部,邻水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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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东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冯晓洪　　邻水县公务服务中心接待股股长,邻水县石

滓镇中城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曹　倩　　邻水县丰禾中心小学教师,邻水县两河镇大

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徐　巧　　广安经开区护安镇副镇长,广安经开区护安

镇青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宋　林　　枣山园区枣山街道党政办负责人,枣山园区

枣山街道插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　飘　　邻水县三古镇群工办干部,邻水县三古镇三

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４达州市 (４７名)

张　颖　　省妇联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渠县三汇镇白蜡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史向武　　省作协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渠县岩峰镇大

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亚氚　　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副主任,开江县回龙

镇盘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小虎　　省法院技术室司法技术科科长,大竹县石河

镇大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泽明　　民政厅政策法规处四级调研员,万源市青花

镇党委副书记、田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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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直属二大队三级主任科

员,达州高新区斌郎街道赵家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符华明　　市工商联七级职员,万源市铁矿镇白果坪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荣华　　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宣传中心综合协调科科

长,渠县定远镇团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俊竹　　市审计局四级主任科员,达川区百节镇肖家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古仕高　　市学生资助与学校后勤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万源市永宁乡柏树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勇　　川煤集团达竹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开江县讲

治镇大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以伟　　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会干事,通川区北

山镇顺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贾婷婷　　国家税务总局达州市通川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副书记,通川区碑庙镇三上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郑　帅　　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达川区米城乡吴家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鹏　　市林业园林科技研究推广中心副主任,宣汉

县马渡关镇党委委员、浪洋村党支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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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何显君　　达川区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副主任,达川区

堡子镇龙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蒲长江　　达川区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司法警察大

队指导员,达川区赵家镇永必坝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卢先斌　　中国工商银行达州达川支行客户经理,达川

区罐子镇峰顶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彭仁平　　达川区农业农村局党建办主任,达川区赵固

镇兴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牟　晓　　达川区万家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达川

区万家镇三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龚　莹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宣汉采气作业

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万源市大沙镇青山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龙俊宇　　万源市党政信息网络管理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万源市太平镇洪岭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高　轩　　万源市审计局投资审计中心副主任,万源市

大竹镇荆竹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侯襄渝　　万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保健部部

长,万源市旧院镇高峰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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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干　　万源市中小学教研室教研员,万源市曾家乡

花红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潘广斌　　万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

万源市石人乡桂家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邱　晨　　万源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

万源市长坝镇渔窝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徐代权　　万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四级高级警长,

万源市中坪乡吕家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城　　国家税务总局宣汉县税务局胡家分局副局长,

宣汉县毛坝镇冒尖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袁　谦　　宣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监站副站长、党

支部纪检委员,宣汉县南坝镇丰乐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刘　毅　　宣汉县第二中学团委书记,宣汉县黄石乡五

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继旭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副科长,宣

汉县南坝镇党委委员、双柏社区党支部第一

书记

黄栩鑫　　宣汉县委党校党总支委员、校务委员,宣汉

县南坝镇观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蔡　涛　　宣汉县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宣汉县天台乡

天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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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璐　　宣汉县妇女联合会办公室主任,宣汉县漆碑

乡琵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杰　　宣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指导员,

宣汉县天生镇大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伍　贵　　宣汉县信访局办公室主任,宣汉县茶河镇圣

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严云抒　　宣汉县委组织部一级科员,宣汉县清溪镇锣

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麟　　大竹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大竹县庙坝镇土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唐隽麒　　大竹县财政局干部,大竹县中华镇马龙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蔡晶宇　　大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大竹县

杨家镇六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中维　　大竹县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大竹

县月华镇河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云贵　　渠县县委宣传部宣传文化中心工作人员,渠

县贵福镇龙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雷传峰　　渠县公安局临巴镇派出所副所长,渠县东安

镇斌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东　　渠县财政局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会

议服务中心主任,渠县青龙镇三堰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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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

廖　勇　　渠县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渠县临巴镇民

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万青松　　渠县李馥镇卫生院工作人员,渠县李馥镇青

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５巴中市 (４０名)

崔　涛　　省市场监管局广告处干部,南江县公山镇桥

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晋　　省医学科学院 (省人民医院)护士学校高级

讲师,通江县两河口镇东坪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陈　聪　　市政协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巴州区大茅坪镇

得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向　阳　　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理科

科长,南江县公山镇五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冯　艳　　市委市政府接待办接待一科副科长,经开区

兴文街道观音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夏　晨　　市公路局工程科干部,平昌县泥龙镇多佛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傅彦博　　共青团巴中市委组宣部部长,通江县铁厂乡

苟家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浩　　市教育和体育局扶贫办九级职员,恩阳区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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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镇金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田　涛　　国家税务总局巴中市税务局干部,通江县烟

溪乡烟溪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祝　礼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达州车务段市

场营销部副部长,平昌县灵山镇关路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邓　渝　　中石油四川巴中销售分公司营销管理科科

长,恩阳区明阳镇石梁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仕刚　　巴州区六中安保处副主任,巴州区凤溪镇金

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熊亚军　　巴州区人民医院党办主任、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巴州区化成镇奎星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韩　伟　　巴州区房管局清江房管所所长,巴州区鼎山

镇鸿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万　玲　　巴州区气象局工作人员,巴州区大和乡板凳

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学明　　巴州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办公室副

主任,巴州区大罗镇乐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辜柏翰　　巴州区水宁寺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主

任,巴州区水宁寺镇勇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新建　　恩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恩阳区双胜镇

古楼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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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飞　　恩阳区委办公室干部,恩阳区群乐镇新河社

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伏志明　　恩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恩

阳区玉山镇鞍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超　　恩阳区商务局外派劳务服务中心主任,恩阳

区关公镇老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文　旭　　南江县南江镇第二小学教师,南江县关门镇

长田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宝　　南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贵民国土资源所所

长,南江县贵民镇郎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玉磊　　南江县检察院技术科科长,南江县天池镇红

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泓焘　　南江县乡镇供水总站职工,南江县红光镇茨

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昌林　　南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工作人员,南江县

桥亭镇田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晏啓杰　　通江县森林公安局干警,通江县龙凤场镇方

山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念军　　通江县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通江县三

合乡尖山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长江　　通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建办副主任,通

江县诺水河镇铁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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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安民　　通江县委信息中心九级职员,通江县兴隆乡

漂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福军　　通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广纳所所长,通江

县三溪镇桅杆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健　　通江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办公室主任,通

江县板桥口镇高家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　旭　　通江县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通江县瓦室镇

夏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恒昌　　平昌县第三小学工会主席,平昌县土垭镇石

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乐　　平昌县检察院司法警察,平昌县喜神乡石铧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夏攀武　　平昌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平昌县云

台镇五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孙成林　　平昌县委组织部干部,平昌县黑水乡望香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志强　　平昌县卫健局宣传与健康促进股副股长,平

昌县坦溪镇青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许如国　　平昌县蔬菜生产技术推广站干部,平昌县大

寨镇龙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泽民　　国家税务总局平昌县税务局干部,平昌县福

申乡万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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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雅安市 (１４名)

陈　涛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石棉县

迎政乡新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余青霞　　雨城区经济信息和科技局办公室主任,雨城

区草坝镇徐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余文婕　　雨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旅游管理科科长,

雨城区晏场镇三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林　男　　名山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部主任,名山区红星

镇延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锦霞　　名山区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中心主任,名山

区车岭镇悔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徐思航　　天全县委政法委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天全县乐英乡王家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　波　　天全县发展和改革局投资管理股工作人员,

天全县始阳镇破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骆　毅　　芦山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竞学股工作人员,

芦山县龙门镇红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　伟　　宝兴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工作人员,宝

兴县蜂桶寨乡光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沁伦　　荥经县殡葬执法大队副队长,荥经县荥河镇

烈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童琪钦　　荥经县委宣传部网络宣传教育股副股长,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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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县牛背山镇建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卓锐　　共青团汉源县委副书记,汉源县宜东镇茂盛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杰雨　　汉源县永利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汉源县永利乡竹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　娉　　石棉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股股长,石棉县

蟹螺乡大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７眉山市 (２名)

谢明颖　　仁寿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段干部,禾加镇

化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强　　丹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大队长,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１８资阳市 (１７名)

周建文　　市扶贫开发局扶贫项目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

雁江区保和镇六石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龚　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筑规划管理科副科长,

安岳县朝阳镇莲洞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亚军　　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安岳县镇子镇狮

子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孙　强　　市烟草专卖局副科级干部,安岳县李家镇中

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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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果　　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副科长,乐至县金顺镇

管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洋强　　市委办公室信息科二级主任科员,乐至县宝

林镇黄家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唐伦昭　　雁江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统筹股一级科

员,雁江区中和镇龙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明宇　　雁江区临江镇中心小学监察室主任,雁江区

伍隍镇盐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斌　　雁江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

医师,雁江区老君镇字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洪刚　　四川省安岳中学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安岳县

南薰镇报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毛　波　　安岳县医疗保障局事务中心副主任,安岳县

李家镇瓦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利　　安岳县残联康复股副股长,安岳县大平镇红

鹤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茂坤　　安岳县文广旅局文化艺术股负责人,安岳县

云峰乡平顶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华斌　　安岳县卧佛镇党政办主任、纪委副书记,安

岳县卧佛镇吉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彩霞　　乐至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乐至县东山镇八

角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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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俊　　乐至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乐至县良安镇宣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永建　　乐至县劳动镇财政所所长,乐至县劳动镇天

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１９阿坝州 (３３名)

汪良枢　　省卫生健康委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

壤塘县定点帮扶工作组组长、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团委副书记,壤塘县吾依乡壤古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钟　毅　　省林业和草原宣传中心意识形态工作科科长,

汶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汶川县灞州镇

大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克　基　　州统计局办公室主任、能源环境科科长,茂

县沟口镇五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泽仁久　　州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副主任,松潘县毛

儿盖镇阿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尹　亮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辅导员,理县蒲溪乡

蒲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顾亚宁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

茂县沙坝镇卓吾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炅清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七级职员,小金县宅垄

镇马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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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吉　　四川出版集团资产经营中心主管,黑水县芦

花镇日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宇　　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成渝公司收费站站长,

阿坝县垮沙乡达格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佳棋　　中国石油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营销管理科科

长、团委书记,若尔盖县嫩哇乡塔哇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白凤光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教研室主任,

松潘县安宏乡纳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晓英　　马尔康市检察院检委会委员,马尔康市梭磨

乡木尔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杜良涛　　马尔康市委组织部九级职员,马尔康市脚木

足乡蒲市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贵燕　　金川县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局长,金川县

河西乡木居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石玛泽郎　金川县融媒体中心办公室主任,金川县观音

桥镇麦地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汪建华　　金川县司法局司法助理员,金川县二嘎里乡

俄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桂泗龙　　小金县木坡乡政府工作人员,小金县木坡乡

登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清宇　　小金县委组织部电教科科长,小金县结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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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任　丽　　小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助理工程师,小金

县新桥乡头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成元　　阿坝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阿

坝县洛尔达乡苟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闫鱼建　　若尔盖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九级职员,若

尔盖县铁布镇康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尕让卓玛　红原县法院流动法庭庭长,红原县阿木乡卡

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可鑫　　壤塘县委统战部科员,壤塘县尕多乡昔郎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俄准初　　壤塘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壤塘县宗科

乡卧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　超　　汶川县法院助理审判员,汶川县灞州镇龙溪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　俊　　国家税务总局理县税务局法制股股长,理县

桃坪镇曾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　娟　　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茂县渭门

镇细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范　博　　松潘县纪委监委一级科员,松潘县小河镇榨

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蒲文超　　九寨沟县委宣传部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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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县郭元乡水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曹文川　　九寨沟县森林公安局双河派出所副所长,九

寨沟县大录乡香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唐建林　　九寨沟县委组织部信息中心主任,九寨沟县

白河乡太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苏拉恩邓　黑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黑水县

洛多乡石古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梁开委　　黑水县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副队长,黑水县

瓦钵梁子乡曲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２０甘孜州 (７２名)

冯　震　　公安厅技侦总队三级技术主管,道孚县各卡

乡龙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征　　财政厅世界银行贷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白玉县建设镇日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国旗　　省民族宗教委藏传佛教工作二处一级主任科

员,色达县色柯镇解放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任显侨　　成都市蒲江县司法局大塘司法所所长,泸定

县冷碛镇黑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地奎　　成都市温江区天府街道办事处基层治理科科

长,色达县甲学乡甲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见林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七级

职员,德格县龚垭乡来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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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颖才　　成都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主任科员,德格县更庆镇拉普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王　姜　　州审计局审计信息和投资审计中心事业人员,

白玉县章都乡金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洪勇　　州发展改革委农经科科员,石渠县德荣玛乡

龙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段尚磊　　石渠县大数据网络公司董事长,石渠县虾扎

镇纽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永忠　　州教育和体育局电化教育馆九级职员,石渠

县色须镇赤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依补　　州自然资源局地灾防治科副科长,石渠县麻

呷乡志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娃泽里　州国资委组织人事科副科长,理塘县禾尼乡

岭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林　赟　　州委编办县乡机构编制科科长,理塘县高城

镇更登亚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伍金泽仁　州公安局特警支队一级警员,理塘县中木拉

乡卡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安德金　　康定市市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康定市姑咱

镇章古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洪键　　康定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事业人员,康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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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桥镇贡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谭易刚　　康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局副局

长,康定市捧塔乡三家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勇　　康定机场工程和设备管理部副经理,理塘县

藏坝乡安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泽仁　泸定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森林公安局二郎山

派出所一级警员,泸定县德威镇金洞子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康俊恺　　丹巴县委办公室事业人员,丹巴县巴底镇崃

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阿根初　　丹巴县嘉绒文化发展中心事业人员,丹巴县

聂呷乡高顶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姆初　　丹巴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事业人员,丹巴县

巴底镇俄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永军　　九龙县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主任,九龙县

雪洼龙镇洛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邱金华　　九龙县魁多镇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九级

职员,九龙县魁多镇里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丁则曲迫　雅江县祝桑乡综合服务站事业人员,雅江县

祝桑乡日洛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肖琼川　　雅江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农业技术推广和土

壤肥料站副站长,雅江县八衣绒乡格日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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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第一书记

杨　军　　雅江县恶古乡纪委书记,雅江县恶古乡大河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蒲远溶　　道孚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事业人员,道孚县瓦

日乡热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古菊花　　道孚县沙冲乡卫生院院长,道孚县沙冲乡巴

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富强　　道孚县七美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道孚

县七美乡曲龙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勇　　炉霍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主任,炉霍县斯木

镇尤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西绕多吉　炉霍县自然资源局地质防治股九级职员,炉

霍县宗塔乡吉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述萍　　炉霍县旦都乡农牧农村和科技服务中心事业

人员,炉霍县旦都乡秋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更　让　　炉霍县政府办公室一级科员,炉霍县泥巴乡

易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申茁良　　甘孜县教育局督导室事业人员,甘孜县色西

底乡色西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　辉　　甘孜县扎科乡副乡长,甘孜县扎科乡昂达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艳　　甘孜县昔色乡人大副主席,甘孜县昔色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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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蔡　军　　甘孜县市场监督局综合办科员,甘孜县茶扎

乡戈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夏　茂　　甘孜县来马镇党委副书记,甘孜县来马镇格

通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其珍　　甘孜县泥柯乡政府科员,甘孜县泥柯乡章达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贡布次日　甘孜县四通达乡党委组织委员,甘孜县四通

达乡扎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高尚平　　色达县老干部局退休人员管理中心十级职

员,色达县大章乡甲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袁坤周　　色达县翁达镇党委组织委员,色达县翁达镇

吉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旭　敏　　四川省烟草公司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司炉霍分

公司综合办主任,色达县年龙乡其哈玛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仁青拉姆　德格县温拖乡综合服务站事业人员,德格县

温拖乡温拖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三郎　德格县燃姑乡卫生院院长,德格县燃姑乡夺

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春勇　　德格县公安局中扎科派出所科员,德格县中

扎科乡多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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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照勇　　白玉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事业人员,白玉县

赠科乡八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根呷巴松　白玉县农牧农村局疾控中心事业人员,白玉

县纳塔乡措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降拥尼玛　石渠县委办公室目标办事业人员,石渠县正

科乡娘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降村　石渠县农牧农村局科技股股长,石渠县奔达

乡格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班措　新龙县皮察乡党委组织委员,新龙县皮察乡

洛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建秀　　新龙县交通局工程股事业人员,新龙县博美

乡杜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向保林　　新龙县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九级职员,新

龙县尤拉西乡觉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桑郎卓玛　新龙县通宵乡党委副书记,新龙县通宵乡亚

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四郎吉村　新龙县友谊乡综合服务站事业人员,新龙县

友谊乡措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大军　　理塘县人民医院党办主任,理塘县绒坝乡拉

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傲曲珠　　理塘县司法局法宣股科员,理塘县奔戈乡曲

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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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敏　　理塘县委组织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

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理塘县村戈乡村戈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邓珠　巴塘县德达乡党委副书记,巴塘县德达乡吉

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春　来　　巴塘县竹巴龙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巴

塘县竹巴龙乡三各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潇　　巴塘县夏邛镇综合服务站事业人员,巴塘县

夏邛镇下桑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泽　仁　　乡城县白依乡纪委副书记,乡城县白依乡绒

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泽仁　乡城县学竹片区国土资源所综合办九级职员,

乡城县香巴拉镇热郎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潘小军　　稻城县赤土乡副乡长、武装部长,稻城县赤

土乡阿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泽仁汪堆　稻城县各卡乡副乡长,稻城县各卡乡思子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小　东　　稻城县各卡乡党政办一级科员,稻城县各卡

乡百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益西曲登　得荣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九级职员,得荣县

八日乡通古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吉　村　　得荣县奔都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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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得荣县奔都乡莫木下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益西彭错　得荣县茨巫乡综合服务站事业人员,得荣县

茨巫乡郎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　舟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组织人事科副科长,泸定

县燕子沟镇跃进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２１凉山州 (１４名)

苏耕申　　西昌市房管局测绘股高级工程师,西昌市黄

联关镇哈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仲伦　　西昌市佑君镇纪委书记,西昌市佑君镇铁匠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杰　　四川党政网德昌县管理中心主任,德昌县铁

炉镇菠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邹　迪　　德昌县人才服务中心事业人员,德昌县永郎

镇格里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蔡顺斌　　会理县档案馆办公室主任,会理县绿水镇云

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余建明　　会理县中医院骨伤科医师,会理县太平镇滴

水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正坤　　会东县老君滩乡副乡长,会东县老君滩乡老

岩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秦国洪　　会东县法纪教育中心主任,会东县松坪镇火

—０２１—



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蒲应兰　　宁南县跑马镇副镇长,宁南县跑马镇色格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邬开焱　　宁南县人才发展中心主任,宁南县松新镇子

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琴　　冕宁县审计局投资审计信息中心主任,冕宁

县锦屏镇海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庞忠丽　　冕宁县法纪教育中心干部,冕宁县磨房沟镇

大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木果　　冕宁中学校教师,冕宁县里庄镇黄泥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孙　涛　　冕宁县棉沙镇副镇长,冕宁县棉沙镇岳落口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二)凉山州综合帮扶工作队队员 (２２０名)

毛光明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木里藏

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李　兵　　射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副主

任,木里藏族自治县后所乡党委副书记

苟　勇　　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副乡长、武装部长,

木里藏族自治县沙湾乡党委副书记

陈小波　　九龙县乃渠乡副乡长、武装部长,木里藏族

自治县倮波乡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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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发清　　木里藏族自治县公安局东朗乡派出所教导员,

木里藏族自治县麦日乡格伊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谭建红　　攀枝花日报社记者,木里藏族自治县雅砻江

镇尼波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缪显洋　　攀枝花市东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乡大村 “四治”专员

罗玉飞　　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木

里藏族自治县芽祖乡热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家兴　　西昌市开元乡团委副书记,木里藏族自治县

瓦厂镇夺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立强　　木里藏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工作人员,木里

藏族自治县白碉乡洞龙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　浩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辅导员,木里藏族自

治县三角桠乡三家铺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祝　玛　　木里藏族自治县统计局工作人员,木里藏族

自治县西秋乡日布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龙布泽仁　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记者,

木里藏族自治县屋脚乡屋脚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马建林　　木里藏族自治县依吉乡副乡长、武装部长,

木里藏族自治县依吉乡蚕多村党支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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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陈　琢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调研处处长,盐源县委

副书记、县综合帮扶工作队副队长

林　杨　　成都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局刑事警察支队

侦查一处副处长,盐源县公安局副局长

岳华山　　达州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盐源县卫生健

康局副局长

楚月星　　达州市通川区财政局财政监督局局长,盐源

县财政局副局长

黄立华　　成都中医药大学讲师,盐源县田湾乡党委副

书记

李建军　　乐至县东山镇党委组织委员,盐源县巫木乡

党委副书记

桂小伟　　达州市通川区龙滩乡副乡长,盐源县树河镇

党委副书记

唐政洲　　盐源县统计局二级主任科员,盐源县梅子坪

镇党委副书记

封　涛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与财务处一级主任

科员,盐源县棉桠乡绵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波　　盐源县委政法委干部,盐源县白乌镇面坝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进山　　德昌县黑龙潭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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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县盐塘乡郑家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飞　　泸州市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

事专员,盐源县博大乡几坡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米忠全　　盐源县甘塘乡副乡长,盐源县官地镇干沟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　嵩　　盐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盐源县大

草乡石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　云　　凉山彝族自治州摩泸管理局环保公司工作人

员,盐源县泸沽湖镇匹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芳　　射洪市广兴镇中心小学校一级教师,盐源县

盖租乡盖租村小学教师

王　尧　　泸州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盐源县官地镇

马桑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荣　　巴中市巴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普格县

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

高丽娟　　泸州市中医院妇产科医生,普格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医生

韩　江　　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党委副书记,普格县普

基镇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

彭义云　　巴中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政委,普格县夹铁乡

禁毒专职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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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　　泸州市纳溪中学校教师,普格县中学校教师

补尔阿合　普格县交通运输局干部,普格县辉隆乡洛莫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洪　　普格县荞窝镇副镇长,普格县荞窝镇云盘山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凌　雪　　合江县石龙镇顺江小学校教师,普格县文坪

乡骆厂河村 “四治”专员

赵合战　　四川省肿瘤医院后勤保障部部长,普格县五

道箐乡采洛洛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强　　泸州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二科四级主任科员,

普格县大坪乡堡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勇　　泸州市龙马潭区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普

格县月吾乡立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毛　毅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管处一级主任科员,普

格县特尔果乡古木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毛　喆　　普格县委办公室九级职员,普格县大槽乡解

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苏鲁布　　普格县商务经济合作和外事局经济和外事股

股长,普格县特兹乡甲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俊　　江油市明镜中学校长,布拖县教体科局副局长

何章文　　华蓥市发展和改革局党委委员、以工代赈办

主任,布拖县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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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

郭　楠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科主治医

师,布拖县人民医院抗病毒治疗中心副主任

张　可　　江油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副主任,布拖县包谷

坪乡党委副书记

唐　杰　　州纪委监委政策法规室二级主任科员,布拖

县委只洛乡党委副书记

杨　燚　　川西监狱二监区政治教导员,布拖县补洛乡

党委副书记

雷　晓　　盐亭县文通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布拖县龙潭

镇幸福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志鸿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规划与产业

科工作人员,布拖县拉果乡布歪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魏　波　　江油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办主任,布拖县特木

里镇吉乃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小平　　珙县农业农村局种子检验站副站长,布拖县

乌依乡阿布洛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廖廷旭　　阆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布拖县

合井乡坪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吝慧明　　江油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站一级科员,布

拖县浪珠乡报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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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刚　　绵阳市游仙区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办公

室工作人员,布拖县联补乡海木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张小华　　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村建环卫服务中心副主

任,布拖县俄里坪乡嘎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　云　　荣县河口镇农业中心工作人员,布拖县四棵

乡沟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金锋　　会理县云甸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布拖县补尔

乡竹尔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　鑫　　省森林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科员,布拖县沙洛

乡飞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方鹏飞　　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管理处石盘水库管理局综

合执法股副股长,布拖县火烈乡依作老哈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泽波　　西南石油大学保卫部 (处) (武装部)副部

(处)长,金阳县委副书记、县综合帮扶工

作队副队长

兰明琪　　沐川县财政局总会计师,金阳县财政局副

局长

刘明琦　　广汉市委宣传部新闻股股长,金阳县高峰乡

党委副书记

蔡　懿　　沐川县委党校副校长,金阳县甲依乡党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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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陈尔玺　　会东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金阳县对坪镇党

委副书记

余宵梦　　成都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二大队民警,金阳

县马依足乡禁毒专职副书记

曾万春　　内江市东兴区永福镇中心学校教师,金阳县

高中教师

苏　志　　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公立中心卫生院医务

科科长,金阳县木府乡卫生院副院长

杜光远　　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叶巴滩分

公司移民部副主任,金阳县寨子乡古恩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刘　烔　　成都海关口岸监管处综合科科长,金阳县丙

底乡布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亮　　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教科工作人员、农艺师,

金阳县谷德乡稳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宁　　内江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金阳县小

银木乡簸箕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邬　磊　　国家统计局凉山调查队居民收支调查科一级

科员,金阳县丝窝乡尼波洛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阿苦日智　金阳县人社局工作人员,金阳县向岭乡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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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鲁中衣呷　金阳县法院工作人员,金阳县青松乡色格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代小兵　　广汉市金雁街道社会事业与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办事员,金阳县木府乡此家湾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陈　军　　金阳县委政法委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专

职副主任,金阳县南瓦乡特尔村工作队队员

蒋　雨　　公安厅铁路工程公安局法制监管支队副支队

长,金阳县丝窝乡丝窝村 “四治”专员

王　宇　　广汉市法院办公室主任,金阳县桃坪乡矿山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岳映强　　广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兴所所长,金阳县

依达乡嘎克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安文祥　　德昌县铁炉镇综合执法行政办公室主任,金

阳县热柯觉乡丙乙底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兰纪恩　　绵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长,金阳县放

马坪乡放马坪村 “四治”专员

陈立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主任医

师,昭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立伟　　广安市广安区扶贫开发局机关党委书记,昭

觉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县帮扶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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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杰　　成都市法院法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昭觉

县公安局副局长

杨　里　　四川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工程公司综合

办主办,昭觉县规建局副局长

王小平　　广安市广安区杨坪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昭觉县城北乡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

马江勇　　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党委副书记,昭觉县金

曲乡党委副书记

申治俊　　绵阳市涪城区石塘镇财政所所长,昭觉县且

莫乡党委副书记

阚　川　　绵阳市涪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吴家监管所所

长,昭觉县波洛乡党委副书记

余亚鹏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学校教师,昭觉县

甘多洛古乡果阿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凯　　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昭觉县

三岔河乡三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曹荣宏　　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师,昭觉县龙沟乡金

野以匹村 “四治”专员

李　明　　四川省邑州监狱干警,昭觉县特布洛乡呷租

卡哈村 “四治”专员

刘　杰　　成都市青羊区府南金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卫科科长,昭觉县竹核乡拉牙村 “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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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

孟凡静　　绵阳市涪城区城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昭

觉县日哈乡觉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　哲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人

员,昭觉县库莫乡库木瓦哈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万航宇　　国家税务总局西昌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

作股科员,昭觉县阿并洛古乡尔古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阿尔木支　昭觉县东方红小学副校长,昭觉县宜牧地乡

立米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沙　云　　昭觉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特巡警大队大队长,

昭觉县四开乡波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义清　　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院工作人员,昭觉县

解放乡达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谢　丽　　射洪市农业农村局秘书股股长,昭觉县永乐

乡安曲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健　　绵阳市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昭觉县哈甘乡瓦伍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金平　　西华师范大学物理与空间科学学院党委副书

记,喜德县委副书记、县综合帮扶工作队副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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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东　　省监狱管理局乐山监狱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喜德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周　波　　省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科副科长,喜

德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郭朝军　　珙县罗渡乡副乡长,喜德县两河口镇党委副

书记

罗　钧　　广安市前锋区档案馆副馆长,喜德县红莫镇

党委副书记

黄昌学　　都江堰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

喜德县博洛拉达乡洛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贾巴伍呷　汉源县林业局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喜德县巴久乡巴久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济萍　　喜德县尼波镇政府统计员,喜德县尼波镇尼

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　强　　冕宁县林业局林业助理工程师,喜德县依洛

乡乃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万智勇　　富顺县东湖镇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喜德县

鲁基乡依洛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思明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职工,喜德县光明镇马厂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旭　　自贡市大安区农牧林业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喜德县乐武乡依加伍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２３１—



刘润桦　　屏山县农业农村局农村能源办科员,喜德县

米市镇且莫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波　　喜德县公安局李子派出所所长,喜德县北山

乡自日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允慎　　商务厅国际合作产业推进处副处长,越西县

副县长、县综合帮扶工作队副队长

刘一辉　　省畜牧总站种畜禽质量管理科高级畜牧师,

越西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吴文雄　　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越

西县公安局副局长

周　秀　　蒲江县大塘九年制学校团委书记,越西县教

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教研室教研员

严一凯　　德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主管药师,越西县第一

人民医院副院长

程建军　　广汉市自然资源局高级工程师,越西县大屯

乡华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毛尚伟　　宝兴县五龙乡副乡长,越西县大瑞镇脱贫攻

坚专职副书记

任纪利　　德阳市旌阳区扬嘉镇卫生院副院长,越西县

四甘普乡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

蒋明芳　　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党政办主任,

越西县大花乡深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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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利　　合江县临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越西县白果

乡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

王　溪　　德阳市森林公安局小木岭派出所民警,越西

县申普乡古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莫洛依古莫 越西县委办公室文秘股工作人员,越西县铁

西乡阿支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守勇　　德阳市旌阳区农业农村局干部,越西县板桥

乡大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谭　刚　　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勤务二支队副政

治委员,越西县申果乡达布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温小康　　宣汉县财政局非税股副股长,越西县普雄镇

财政所副所长

雷　洋　　仁寿县文林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师,越西县五

里箐乡古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　静　　芦山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科员,越西县越城

镇沙沙普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赖　斌　　广安市前锋区国有林场副场长,越西县保安

藏族乡平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曹利平　　南部县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民警,越西县尔赛

乡花古村 “四治”专员

朱真顺　　越西县公路管理局副局长,越西县拉吉乡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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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建翰　　合江县经济作物站工作人员,越西县四甘普

乡依莫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邓　礼　　德阳市旌阳区黄河新区管委会综合股股长,

越西县书古镇红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更　　省地矿局区调队副队长,甘洛县委副书记,

县综合帮扶工作队副队长

李　强　　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副镇长,甘洛县前进乡

党委副书记

敬　松　　南部县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甘洛县财政局

农业股股长

朱平帆　　凉山彝族自治州经济和信息化局二级主任科

员,甘洛县两河乡党委副书记

康叶飞　　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工程大队地理信息院

副院长,甘洛县拉莫乡党委副书记

陈建国　　泸州市疾控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甘洛县卫生

健康局副局长

郑　伟　　成都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应急通信科副科长,

甘洛县新市坝镇禁毒副书记

陈　蓓　　邛崃市桑园镇群工办主任,甘洛县商务经济

合作和外事局干部

吕黎明　　南充市高坪区螺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甘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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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明亮　　省地矿局９１５地质队地调分院副院长,甘洛

县田坝镇挖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祯康　　绵竹市新市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甘

洛县阿尔乡眉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俊杰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

甘洛县普昌镇以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花　盛　　会理县公安局关河派出所副所长,甘洛县胜

利乡胜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　杰　　遂宁市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甘洛县团结乡

蒋火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元喆祥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

管理所副所长,甘洛县吉米镇以呷村 “四

治”专员

邓　秀　　阆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股

副股长,甘洛县石海乡甘东村 “四治”专员

阿里政府　甘洛县法院法官助理,甘洛县波波乡波波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金华　　甘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考试中心

干部,甘洛县两河乡两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肖　磊　　绵竹市森林公安局法制股股长,甘洛县蓼坪

乡腊梅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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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林　　甘洛县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甘洛县前进乡

拖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万德友　　犍为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师,甘洛

县新茶乡响水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胡　斌　　荣县东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职工,甘洛县

则拉乡作可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潘学扬　　国家电网四川甘洛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变电

检修中级工,甘洛县嘎日乡甲布吉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杨长安　　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信息科

副科长,甘洛县阿嘎乡四赶千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沙马木乃　国家税务总局甘洛县税务局玉田税务分局局

长,甘洛县新市坝镇柳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　婷　　绵竹市清道卫生院临床护士,甘洛县坪坝乡

坪坝村 “四治”专员

朱　勇　　甘洛县沙岱乡副乡长,甘洛县沙岱乡马厂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余　健　　崇州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美姑县商

务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副局长、县综合帮扶工

作队副队长

李永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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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县教体科局副局长、县综合帮扶工作队副

队长

左利平　　乐山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美姑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临床医生

李春艳　　四川省三台蚕种场人事科副科长,美姑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助理

胡炀培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副镇长,美姑县典补乡

党委副书记

陶　峰　　筠连县高坪乡副乡长、武装部长,美姑县农

作乡党委副书记

张大志　　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美姑县龙窝乡党委副书记

黎　剑　　犍为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机关事业保险股股

长,美姑县苏洛乡党委副书记

杨　平　　夹江县马村镇副镇长,美姑县炳途乡党委副

书记

胡　峻　　马边彝族自治县法院法官助理,美姑县佐戈

依达乡计划生育和禁毒防艾专职副书记

吉莫张华　美姑县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美姑县井叶特西

乡杜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小周　　广元市利州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工作人员,

美姑县依果觉乡四季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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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卓玛　　合江县石龙镇顺江小学校教师,美姑县瓦古

乡瓦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谢雨桐　　井研县竹园镇农业技术中心干部,美姑县巴

古乡昔线村 “四治”专员

姚宗成　　富顺县法院法官助理,美姑县候播乃拖乡瓦

基村 “四治”专员

陈　勇　　资中县双龙镇畜牧兽医站副站长,美姑县合

姑洛乡采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嘿哈色崇　凉山彝族自治州审计信息中心副主任,美姑

县九口乡四峨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苏拉黑　　美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监察大队工作

人员,美姑县巴普镇塔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薛英强　　梓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督和

物业管理股工作人员,美姑县侯古莫乡普各

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　云　　美姑县农作乡小学校教师,美姑县瓦古乡依

达阿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伍绍杰　　峨眉山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道桥股副股长,

美姑县树窝乡大湾村驻村干部

王　涛　　乐山市市中区上河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

委主任,美姑县巴古乡洛渣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９３１—



曲比尔也　美姑县委办公室秘书二股干部,美姑县洛莫

依达乡洛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民东　　乐山市犍为县应急管理局党政办主任,美姑

县子威乡子威沙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崇骏　　通江县检察院团支部书记、第四检察部科

员,美姑县牛牛坝乡尔曲村 “四治”专员

吉木日且　汉源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美姑县依洛拉达

乡尔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万勇　　资中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站副站长,

美姑县拉木阿觉乡色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正斌　　会东县老君滩乡群众接待办主任,美姑县峨

曲古乡峨干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卓文宪　　省纪委监委派驻科技厅纪检监察组综合处处

长,雷波县委副书记、县综合帮扶工作队副

队长

魏新文　　省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雷波县检察院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县综合帮扶工作队

副队长

阿育阿英　巴中市恩阳区观音井镇中心小学教师,雷波

县雷池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校长助理

马卡根门　国家税务总局雷波县税务局西宁税务分局副

局长,雷波县大坪子乡火草坪村党支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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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刘　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党群工作部副科长,雷波县莫红中心乡

党委副书记

李世明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雷波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

江家勇　　内江市东兴区椑木中心卫生院主治医生,雷

波县永盛乡卫生院临床医生

黄文昊　　四川教育报刊社工作人员,雷波县综合帮扶

干部人才服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王　涛　　宜宾市翠屏区社会保险局机保股股长,雷波

县大岩洞乡党委副书记

李祖武　　泸县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科科长,雷波县渡

口乡党委副书记

周　强　　三台县永明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雷波县

回龙场乡陆银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志颖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副镇长、武装部长,雷

波县永盛中心乡党委副书记

张　坤　　成都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雷波县公安局

副局长

陈天雪　　宜宾市翠屏区农业农村局动物卫生监督所一

级科员,雷波县谷堆乡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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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舒强　　宜宾市翠屏区业余体校副校长,雷波县上田

坝中心乡丰家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林　　成都市棕北中学西区实验学校德育主任,雷

波县小沟乡单场村 “四治”专员

薛明华　　凉山彝族自治州桥梁隧道养护中心副主任,

雷波县一车乡瓦古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子千　　高县胜天镇副镇长,雷波县西宁中心镇党委

副书记

胡高华　　眉山市东坡区三苏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

雷波县卡哈洛中心乡松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志中　　宜宾市翠屏区就业促进局企业服务股工作人

员,雷波县帕哈乡渣波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徐显钦　　宁南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雷波县元宝山

乡田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向恒东　　资阳市建设监察支队大队长,雷波县山棱岗

中心乡田家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仕全　　冕宁县泽远小学教师,雷波县坪头乡洛窝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三)优秀驻村工作队队员 (３３０名)

１成都市 (４人)

赖江陵　　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事

务部职员,高新区蝴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２４１—



陈启龙　　市科技局科学技术服务中心办公室科员,简

阳市石钟镇火烧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永　　简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技术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科科员,简阳市云龙镇龙潭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钟剑波　　简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简阳市江

源镇双井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２自贡市 (６人)　　
陈君凯　　市法学会副秘书长,大安区三多寨镇狮子村

驻村工作队副队长

邓绍彬　　大安区政协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大安区何

市镇瓦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胡熠洲　　沿滩区委政法委政治安全与维稳指导股股长,

沿滩区兴隆镇光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丽梅　　荣县望佳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干部,荣县双

石镇武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钟楚戈　　市民政局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富顺县板桥

镇石龙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

李之友　　富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富顺县骑龙镇

龙须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３攀枝花市 (６人)

王栎竹　　仁和区商务局综合业务股工作人员,仁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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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镇双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宋光荣　　市城管局园林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米易县撒

莲镇马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前林　　米易县检察院政治部工作人员,米易县麻陇

乡红岩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赵伟杰　　市经济合作局投资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盐边

县红宝乡择木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士琴　　盐边县残联副理事长,盐边县红宝乡核桃箐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卢珏鞘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总务主任,盐边县渔

门镇小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４泸州市 (１２人)

周　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区分局国土执法监

察大队科员,纳溪区上马镇八角仓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田正波　　泸县县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泸县得胜镇高

石塔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汪安然　　合江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副局长,合江县

尧坝镇仙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寅　　省曲艺研究院人事科副科长,叙永县石厢子

彝族乡堰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东　　市青少年宫主任,叙永县枧槽苗族乡观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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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家高　　叙永县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股 (行政审批

股)股长,叙永县正东镇落业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李欣悦　　叙永县纪委监委党风室干部,叙永县黄坭镇

银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　坤　　省侨联基层建设部四级调研员,古蔺县永乐

镇西华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　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２１团支部副书记,

古蔺县石屏镇刘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胡永华　　泸州两江新城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程管理科

八级职员,古蔺县土城镇天井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杨维远　　古蔺县交通运输局渡口管理所所长,古蔺县

马蹄镇墙院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雪梅　　古蔺县医疗保障局派驻观文镇医保中心一级

科员,古蔺县观文镇文化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５德阳市 (４人)

杨　舟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中江

县富兴镇东风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琳　　中江县积金镇纪委副书记,中江县积金镇宏

程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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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俊　　中江县永丰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中江县永

丰乡延寿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超　　中江县永太镇社会事务办主任,中江县永太

镇太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６绵阳市 (１２人)

唐印树　　安州区高川乡卫生院副院长,安州区高川乡

高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建飞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后勤保卫科干事,江油

市雁门镇云锣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胡雄军　　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四级主任科员,梓

潼县仁和镇里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　洪　　梓潼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梓潼

县文昌镇柏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胡　恒　　省工商联经济处一级主任科员,平武县龙安

镇石人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叶正宇　　平武县响岩镇副镇长,平武县响岩镇同心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升霖　　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干部,北川羌族自治县小

坝镇永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张　芡　　北川羌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口所副所

长,北川羌族自治县通泉镇太平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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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亮　　三台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辅助人员,三

台县八洞镇天宫堂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强　　市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

三台县郪江镇梨子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家能　　市机关幼儿园教师,盐亭县永泰镇爱国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董　杰　　盐亭县生态环境局农村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

股副股长,盐亭县九龙镇青松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７广元市 (１７人)

张兆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行资深副经理,

利州区三堆镇龙池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易　海　　利州区财政局工会主席,利州区白朝乡魏子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黄健钧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处教师,昭化区王家镇文

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许　敏　　昭化区水利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昭化区太公

镇水磨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金兵　　川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元管理处稽查

队副队长,朝天区大滩镇麻柳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汪国海　　朝天区之江初级中学安全办公室主任,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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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滩镇自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　骏　　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干部,剑阁

县东宝镇长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万涛梅　　剑阁县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剑阁县盐店镇五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胥天泽　　科技厅信息所工会主席、后勤服务中心主

任,旺苍县高阳镇双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郭艳玲　　旺苍县法院司法警察,旺苍县麻英乡水峰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阳　　市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干部,旺苍县英萃镇响

水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谭红辉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西社区报行政部副主任,

青川县观音店乡青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世海　　市检察院第四检查部四级检察官助理,青川

县七佛乡马鞍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安　　青川县司法局司法助理员,青川县关庄镇毛

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友钊　　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渔政管理站副站长,苍溪

县龙王镇永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蹇东金　　苍溪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局退管中心主

任,苍溪县元坝镇西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祯卿　　苍溪县教师进修学校办公室主任,苍溪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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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囤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８遂宁市 (７人)

许仁杰　　遂宁高新技术产业船山园区自然资源规划部

工作人员,船山区河沙镇赤岩沟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蒋　礼　　安居区西眉镇党政办干部,安居区西眉镇偏

岩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闽川　　射洪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射洪市洋

溪镇金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唐　勇　　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四级主任科员,蓬

溪县赤城镇响堂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悦　　蓬溪县法院法官助理,蓬溪县群利镇龙背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长江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专业技术人员,大英县金

元镇河包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唐冰星　　大英县蓬莱镇红林小学校教务主任,大英县

蓬莱镇柏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９内江市 (７人)

谢昭翔　　市法学会九级职员,市中区全安镇狮湾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杜　苏　　市中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市中区凌家镇

牛口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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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维强　　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副书记、党办主任,

东兴区椑木镇红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　华　　东兴区供电公司农网营销工,东兴区平坦镇

利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钟永湘　　隆昌市政府总值班室主任,隆昌市界市镇柏

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田川　　资中县双龙镇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资中县

双龙镇五福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胡子德　　威远县政府办公室行政管理股股长,威远县

越溪镇双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０乐山市 (１２人)

帅宗义　　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三级主任科员,乐山

市金口河区共安乡新建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六安　　金口河区国有林场办公室主任,金口河区和

平乡蒲梯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伍鹏宇　　井研县委党校 (行政学校)讲师,井研县纯

复镇红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文　章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证科科长,沐川县武圣

乡新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培杰　　沐川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主任,沐川县

黄丹镇里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　颖　　中国石油西南管道公司兰成渝分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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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郭凡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黄文鑫　　市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办公室主任,峨

边彝族自治县红花乡兰家沟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尼里所布　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中心小学教导副主

任,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古井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刘宗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学生分团委书记,马边彝

族自治县荣丁镇新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静波　　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电子专业教师,马边彝

族自治县烟峰镇大风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黎思勇　　马边彝族自治县石梁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

任,马边彝族自治县石梁乡高峰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王　辉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主乡初级中学校教师,马

边彝族自治县民主乡丰产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１南充市 (１９人)

杨中信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东南环卫所所长,顺庆区

双桥镇临江寺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玉　　高坪区旺成小学工会主席,高坪区会龙镇杉

树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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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钉材　　省直机关工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嘉陵区

大通镇芝麻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德奇　　市检察院机关党办二级主任科员,嘉陵区七

宝寺镇石道床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　芙　　嘉陵区公路管理局财务科职员,嘉陵区三会

镇茅房嘴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智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科长,阆中市峰占乡

中华观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德平　　阆中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阆中市文成镇大

堰口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仕杰　　国家税务总局南部县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

记、党建工作股股长,南部县楠木镇横山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翟绍军　　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秘书科科长,南部

县谢河镇射洪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涂　彪　　南部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南部县碑院镇大

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赵自豪　　西充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监察员,西

充县祥龙乡大水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伸吉　　省能源局电力处一级主任科员,营山县新店

镇千坵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波　　市应急管理局人事科科员,营山县青山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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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　旭　　中国移动营山分公司市场部营业厅营业员,

营山县骆市镇仁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永胜　　省人民医院主管药师,仪陇县新政镇安溪潮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祝　华　　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征管科科长,仪陇县三

蛟镇建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唐青川　　仪陇县中医医院行政办干事,仪陇县复兴镇

高柏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虎　　仪陇县铜鼓乡经济发展办主任,仪陇县铜鼓

乡凌云寺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竣鑫　　蓬安县交通运输局法制股副股长,蓬安县福

德镇凉风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２宜宾市 (１１人)

曹启波　　翠屏区水利局供排水股副股长,翠屏区金秋

湖镇民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卢　强　　高县干部廉洁教育中心工作人员,高县罗场

镇顺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邓继刚　　筠连县职业技术学校机械专业教师,筠连县

巡司镇庆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环　　市应急管理局监测站站长,珙县上罗镇麻柳

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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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福熠　　珙县气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珙县洛表镇胜

景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朱　奎　　五粮液集团公司办公室综合协调组主管,兴

文县古宋镇青山岩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国平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竹海世外桃源度假

酒店部门经理助理,兴文县大坝乡古佛台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古金秋　　兴文县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兴文县九丝城

镇迎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文权　　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四级调研员,屏山县中

都镇雪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江耀林　　市委政研室农业农村科科长,屏山县书楼镇

中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义胜　　屏山县中都镇卫计办副主任,屏山县中都镇

火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３广安市 (１５人)

张天府　　川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管理处收费

班长,广安区兴平镇龙孔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奇卓　　广安区住建局行政审批股干部,广安区官盛

镇紫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邹招平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级主管,前锋区代市

镇会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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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洎淼　　前锋区疾控中心主管医师、八级职员,前锋

区龙滩镇新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克军　　省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华蓥市永兴镇造

甲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曦睿　　华蓥市华龙街道办事处干部,华蓥市华龙街

道沙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　莉　　市精神病院精防科护师,岳池县镇裕镇瓦店

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蔡　彪　　岳池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白庙小学安全处副

主任,岳池县白庙镇郑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　锐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武胜县鼓匠乡东原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唐少强　　市城管执法局中队长,武胜县三溪镇长深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梁　兵　　武胜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工作人员,武胜县中心镇大通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熊洪辉　　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邻水县三古镇草子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柯尊友　　邻水县司法局干部,邻水县椿木镇新桂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余　羿　　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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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护安镇青龙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李　莉　　枣山园区红庙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干

部,枣山园区大邑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４达州市 (１７人)

郭柯良　　省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通川区安云乡二龙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龚小书　　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通川区碑庙镇大石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华斌　　通川区农业农村局产业扶贫办主任,通川区

金石镇柳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丁　浩　　达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政工股副股长,达

川区石梯镇长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侯　翔　　四川文理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万源市永宁乡柏树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邓　磊　　市委组织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万源市固军乡

大岭包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德清　　万源市审计局农业和自然资源审计股工作人

员,万源市大竹镇荆竹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董国成　　省核工业地质局二级主任科员,宣汉县渡口

土家族乡甜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显峰　　国家税务总局达州市税务局纪律检查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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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员,宣汉县桃花镇三溪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李寒冰　　宣汉县公安局胡家派出所民警,宣汉县毛坝

镇红岩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沈　斌　　人行达州市中心支行保卫科科员,开江县甘

棠镇冠子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　刚　　开江县委党校机关支部书记,开江县新宁镇

五里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蒋明旺　　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

部长、团委书记,大竹县团坝镇农华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周　杰　　省妇女干部学校后勤中心主任,渠县万寿乡

灵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黄永红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二秘科副科长,渠县金

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江小飞　　渠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干部,渠县巨光乡川

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汪芝涛　　高新区斌郎街道计生办负责人,高新区斌郎

街道红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５巴中市 (１５人)

曹　欣　　省骨科医院质控办主任科员,巴州区光辉镇

许家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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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睿　　市卫健委流动人口计生管理中心干部,巴州

区大和乡朱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岳子杨　　巴州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项目管理股干部,

巴州区白庙乡院坝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孙　舵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审计处干部,恩阳区柳

林镇过街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江　　恩阳区人大代表联络中心主任,恩阳区下八

庙镇万寿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梁延龙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测绘工程系教师,平

昌县大寨镇四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姚　鹏　　国家统计局巴中调查队干部,平昌县驷马镇

插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韩啸山　　巴中市双桥水库管理局副局长,平昌县青凤

镇青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魏志强　　平昌县民政局救助站干部,平昌县土兴镇大

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俊　　市委政研室四级调研员,通江县松溪乡杨家

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刘　超　　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通江县杨柏镇朽

石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陈康林　　通江县经信局办公室干部,通江县芝苞乡文

家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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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鑫　　通江县文广旅局广电股副股长,通江县至诚

镇莲花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

杨可德　　南江县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南江县兴马镇

鸡公咀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廖文全　　南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稽查大队一级科

员,南江县侯家镇灵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６雅安市 (８人)

魏　亮　　雨城区委组织部人才办工作人员,雨城区晏

场镇新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继勇　　名山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副主任,名山区百丈

镇石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宋　扬　　荥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管理局副局长,荥经县严道街道民福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汪　军　　汉源县水利局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汉源

县唐家镇联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阚开锦　　石棉县市场监管局新棉监管所工作人员,石

棉县草科乡农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徐　丹　　天全县经济信息和科技局科技与信息化股工

作人员,天全县新场镇志同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袁志昆　　芦山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段干部,芦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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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镇红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任　川　　宝兴县发展和改革局十二级专业技术人员,

宝兴县五龙乡联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７眉山市 (４人)

张　雷　　彭山区青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眉山天府新

区青龙街道办狮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罗　锴　　东坡区多悦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东坡区多

悦镇华藏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　蕾　　彭山区江口街道副主任,彭山区江口街道石

龙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周彦丞　　市交通建设中心规划科副科长,丹棱县张场

镇三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８资阳市 (７人)

王　靖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科科长,雁江区丹

山镇袁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子一　　雁江区祥符镇党政办工作人员,雁江区祥符

镇排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杨卉卉　　市法院法官助理,安岳县永顺镇常乐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唐　欢　　安岳县农业农村局助理工程师,安岳县兴隆

镇大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吴尚彪　　安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测中心干部,安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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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白塔寺乡凉伞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进　　国家税务总局资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二

级主办,乐至县通旅镇乐阳桥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周　杰　　乐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一级科员,乐至县佛

星镇和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１９阿坝州 (４１人)

刘　全　　省统计局工业处三级主任科员,马尔康市党

坝乡格尔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白玛足勒　共青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委学少部部长,

马尔康市康山乡黄桠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齐麦恩波　马尔康市农业畜牧局四级调研员,马尔康市

沙尔宗镇呷博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凌忠琼　　汶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国有林场水磨管护站中

级林业工程师,汶川县三江镇龙竹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张　亮　　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院工程师,汶川县水

磨镇寨子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夏绍和　　汶川中学校初中化学教研员,汶川县绵虒镇

半坡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赵　恒　　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副

部长,理县薛城镇小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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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微　　州委办公室总值班室主任,理县通化乡汶山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贾叶燕　　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农艺师,理

县桃坪镇东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其林　　内江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招生科科长,茂县

土门镇岭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太军　　茂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党

支部书记,茂县沙坝镇卓吾寨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卿梦雪　　阿坝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科员,茂县南新镇攀

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范武波　　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松潘县白羊

乡茶园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班玛德谦　阿坝卫生学校团委副书记,松潘县大姓乡下

纳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福敏　　松潘县川主寺镇政府一级科员,松潘县川主

寺镇见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陶福安　　省政府驻京办龙爪树宾馆办公室主任,九寨

沟县南坪镇大寨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游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九寨沟县勿角镇马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　天　　九寨沟县卫健局办公室副主任,九寨沟县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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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镇大叶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文华　　九寨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科员,九寨沟县保

华乡三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寇　明　　建行四川省分行业务部科长,金川县观音桥

镇石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范兴旺　　州直机关工委宣传科科长,金川县曾达乡坛

罐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尚银　　金川县畜牧中心畜牧站助师,金川县卡拉脚

乡玛目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文　艺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二级主任科员,小

金县美沃乡花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娣　　州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部长,小金县结斯乡

王家寨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三郎彭措　小金县司法局八角司法所司法助理员,小金

县八角镇大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建英　　省商务发展事务中心人事科科长,黑水县双

溜索乡大泽尔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克西　　州农业农村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黑水

县麻窝乡沙卡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郭世令　　黑水县疾控中心检验科初级师,黑水县瓦钵

乡渔沙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吴　林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基础部专职教师,壤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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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依乡修卡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徐　舟　　州林业和草原科学技术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壤塘县茸木达乡啄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拥　吉　　壤塘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壤塘县南

木达镇阿斯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何　禹　　审计厅教科文卫处三级主任科员,阿坝县茸

安乡职尕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泽郎丹贞　阿坝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科员,阿坝县

垮沙乡羊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若相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电信公司综合办公室安

全管理员,阿坝县求吉玛乡夏坤玛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程　雷　　省核工业地质局经营部成都办事处主任,若

尔盖县占哇乡夏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陶邱鑫　　州政府驻外联络办公室科员,若尔盖县麦溪

乡幕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易　珠　　若尔盖县委党校会计,若尔盖县巴西镇求吉

郎哇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泽仁壮尕　若尔盖县信息化办公室信息股副股长,若尔

盖县包座乡卓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梁顺涛　　省药监局第一分局二级主任科员,红原县安

曲镇下哈拉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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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夺尔基　州藏医院、藏医研究所藏医主治医师,红原

县色地镇让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泽让朗贾　红原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红原县邛溪

镇达格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２０甘孜州 (４６人)

许　军　　省委统战部党派处二级调研员,康定市呷巴

乡司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舒　瑄　　国家税务总局康定市税务局社保非税股科员,

康定市麦崩乡高梧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姜　涛　　泸定县水利局办公室助理工程师,泸定县冷

碛镇镇座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徐敏来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助理,

丹巴县边耳乡日卡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航　　四川音乐学院总务处物管部八级职员,九龙

县小金乡碉房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崔同响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党群工作部工作人

员,雅江县红龙镇马它马一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任　莉　　雅江县普巴绒乡党委副书记,雅江县普巴绒

乡日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叶昌华　　省植物工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道孚县瓦日

乡列瓦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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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甸才　　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社管中心主任,道孚

县木茹乡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旭波　　州公安局特警支队科员,道孚县鲜水镇鲁都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田　锋　　省教科文卫工会三级主任科员,炉霍县雅德

乡小安批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柏玛桑布　州森林公安局刑侦治安大队一级警员,炉霍

县洛秋乡易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多吉降村　炉霍县人民医院药剂科医生,炉霍县新都镇

查尔瓦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高　山　　成都市龙泉驿区检察院政治部干警,甘孜县

泥柯乡昌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候柏林　　州委组织部组织一科副科长,甘孜县甘孜镇

城北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雯英　　州民族干部学校办公室工作人员,甘孜县庭

卡乡斯兰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甲　拥　　甘孜县呷拉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专业技术

十三级职员,甘孜县呷拉乡阿日然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

吴　猛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职员,新龙县沙堆乡然真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阎　俊　　宜宾市长宁县梅硐镇副镇长,新龙县如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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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范河山　　甘孜藏族自治州电信公司职员,新龙县拉日

马镇扎宗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余天建　　四川省都江堰外江管理处第一管理站工程

师,德格县柯洛洞乡夺色达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孙世雄　　州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中心站专业技术人

员,德格县错阿镇马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吴师勇　　州广播电视台八级职员,德格县龚垭乡洞庄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布泽仁　德格县委党政网络管理中心九级职员,德格

县白垭乡尼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　磊　　成都市武侯区新经济和科技局新经济发展科

科长,白玉县热加乡拉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丹　　四川旅游学院团委副书记,白玉县河坡乡普

马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茭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财经部讲师,

白玉县纳塔乡金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扎西尼玛　白玉县热加乡农技推广站专业技术十三级职

员,白玉县热加乡呷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赵礼昌　　成都大学党委武装部 (保卫处)科长,石渠

县新荣乡虾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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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超　　州水利局水利技术服务和质量监督站助理工

程师,石渠县虾扎镇它须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树刚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药品监管科科员,石

渠县洛须镇俄巴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余占美　　石渠县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石渠县正科乡

许巴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尹莲勇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员,色达

县色柯镇姑咱一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鲜明宗　　四川省成都金态合投资有限公司职员,色达

县塔子乡俄尔村驻村队员

罗晓霞　　甘孜藏族自治州喇荣寺管理委员会管理科科

员,色达县亚龙乡色多玛二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仁　科　　色达县克果乡政府科员,色达县克果乡吉日

过娃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陶治林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治安科科长,理塘县莫坝

乡中莫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峰　　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能源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办事员,理塘县禾尼乡觉巴村驻村工作

队队员

赵　磊　　国家税务总局甘孜藏族自治州税务局一级执

法员,理塘县高城镇替然色巴一村驻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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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队员

邓小霞　　理塘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理塘县濯桑乡汉

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广峰　　西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工办主任,

巴塘县竹巴龙乡列布西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仁真加　　巴塘县昌波乡综合服务站助理农艺师,巴塘

县昌波乡锐哇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赵帅飞　　乡城县气象局气象台工程师,乡城县青德镇

呷乃卡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永峰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教师,稻城县俄

牙同乡俄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甘　帅　　住房城乡建设厅散装水泥发展中心一级主任

科员,得荣县松麦镇扎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涂　鑫　　得荣县政府综合服务站专业技术十三级职员,

得荣县曲雅贡乡拥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２１凉山州 (６０人)

李　蓉　　西昌市供销社出纳,西昌市琅环镇麻棚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孙韵清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彝族自治州分公

司木里藏族自治县区域经理,木里藏族自治

县后所乡呷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尼玛扎西　木里藏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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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自治县列瓦乡羊棚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白　勇　　安宁地区检察院刑检科副科长,木里藏族自

治县项脚乡项脚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曾　林　　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院高级工程师,盐源

县平川镇青天铺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禹豪　　州第二人民医院总务科工作人员,盐源县盖

租乡马扎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阿约扯贵　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盐源县白乌镇

马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华贵林　　盐源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工作人员,盐

源县黄草镇元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程祥伟　　盐源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工作人员,盐源县

博大乡马道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保生　　德昌县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股干部,德昌

县永郎镇虫园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唐正凯　　会理县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股副股长,会理

县槽元乡大槽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　笑　　会东县教育体育科学技术局四级主任科员,

会东县满银钩镇小米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仪　　宁南县卫生健康局财务集中核算中心工作人

员,宁南县骑骡沟镇红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宗平　　省烟草专卖局扶贫办干部,普格县特补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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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张腾艺　　州公安局卡杨分局民警,普格县普基镇文倡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焦万库　　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执法支队副支

队长,普格县耶底乡赛果洛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沙　鹰　　普格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普格县

特口乡日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周　军　　省社保局社会保险费征缴处工作人员,布拖

县特木里镇先锋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罗　洪　　国家能源集团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

电厂检维护部热试组长,布拖县觉撒乡博作

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王与宽　　州机关第二幼儿园专职体育教师,布拖县沙

洛乡洛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天银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昌顺城街 (中心)

营业部综合部办公室主任,布拖县拉达乡博

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吉吉永生　布拖县关工委办公室主任,布拖县木尔乡叶

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沈　明　　布拖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布拖县基只

乡基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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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云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实验师,

金阳县天地坝镇新寨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朱茂才　　德阳市人民医院高级护士,金阳县丝窝乡洛

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德禄　　州气象局工程师,金阳县红峰乡显威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叶仁才　　州疾控中心理化检验科检验员,金阳县依莫

合乡古梯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永海　　金阳县红十字会副会长,金阳县尔觉西乡甲

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木尔扯吉　金阳县对坪教办副主任,金阳县对坪镇羊棚

子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木依　　昭觉县中彝医院副院长,昭觉县且莫乡溪摩

洛莫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邓　坤　　人行成都分行办公室文书档案科科长,昭觉

县特口甲谷乡特口甲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开远　　省移民工程开发中心职员,昭觉县特布洛乡

呷租卡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罗正华　　国家税务总局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副局长、四级调研员,昭觉县地莫乡巴

尔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唐普荣　　州政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昭觉县特布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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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莫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孙　宇　　昭觉县检察院技术科干警,昭觉县竹核乡瓦

拖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谢春茂　　西华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工党支部

书记,喜德县红莫镇红莫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郭　勇　　州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稽查科四级

主任科员,喜德县巴久乡烈火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

苏远东　　国家税务总局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二稽

查局四级主任科员,喜德县米市镇瓦古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

龙　华　　喜德县机构编制信息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喜

德县鲁基乡中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赵　科　　冕宁县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冕宁县大桥镇

龙洞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彦松　　省供销社四级调研员,越西县尔赛乡阿尔嘎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吴　琼　　州委办公室秘书一科副科长,越西县大瑞镇

林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肖　勇　　州公路管理局工作人员,越西县西山乡西埝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吉日克呷　越西县委组织部组织二股工作人员,越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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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古镇斯基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倪富龙　　越西县烟草专卖局稽查员,越西县拉吉乡且

门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姚　鑫　　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工程大队项目经理,

甘洛县尼尔觉乡牛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志强　　州经信委人事科干部,甘洛县海棠镇正西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易文杰　　会理县太平镇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甘洛县新市坝镇鲁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车俊良　　甘洛县审计局办公室干部,甘洛县里克乡巴

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康　健　　省发展改革委项目协调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美姑县龙门乡塔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刘新军　　国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华蓥山发电公司辅助

生产部主任,美姑县洛俄依甘乡扎则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

拉克子黑　凉山日报社记者,美姑县依洛拉达乡库莫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　清　　州检察院二级主任科员,美姑县侯古莫乡各

补乃拖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忠华　　美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

队长,美姑县农作乡卡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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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华东　　美姑县民族中学副校长,美姑县龙窝乡平一

洛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孟新宇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乒羽中心乒乓球队领队,

雷波县帕哈乡磨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陈　林　　省教育考试院八级职员,雷波县岩脚乡高山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袁诗杰　　州委巡察办正科级巡察专员,雷波县汶水镇

铜厂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世春　　州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分站技术科科长,雷波

县一车乡瓦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吉好日朋　雷波县商务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工作人员,雷

波县松树乡松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四)优秀农技员 (３００人)

１成都市 (３人)

徐光明　　高新区董家埂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师,高新区

董家埂镇核桃村农技员

李　晶　　简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助理工程

师,简阳市平泉街道协义村农技员

陈俊英　　简阳市植保植检站种子管理科科长、农艺师,

简阳市三星镇平江村农技员

２自贡市 (３人)

何昶熙　　沿滩区农业农村局养殖业股股长、高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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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沿滩区瓦市镇大觉村农技员

李亚飞　　荣县观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工程师,

荣县观山镇吴家湾村农技员

朱德高　　富顺县蚕桑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农艺师,富

顺县飞龙镇促进村农技员

３攀枝花市 (２人)

黄树君　　市植物检疫站副主任科员、高级农艺师,仁

和区中坝乡大纸房村农技员

马勇俊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级畜牧

师,米易县垭口镇马坪村农技员

４泸州市 (９人)

贺　维　　纳溪区合面镇农业服务工作站副站长,纳溪

区合面镇马桥村农技员

隆兴成　　泸县天兴镇农技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泸

县天兴镇板栗村农技员

黎秋刚　　市经济作物站站长,合江县真龙镇武民村农

技员

赵鹏举　　合江县荔江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合江县荔江镇团湾村农技员

汪　科　　合江县尧坝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合江县尧坝镇识字村农技员

唐　易　　叙永县黄泥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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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县黄泥镇芦稿村农技员

熊　培　　叙永县农业资源与环境站助理农艺师,叙永

县白腊苗族乡亮窗口村农技员

聂　江　　古蔺县龙山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站站长,古

蔺县龙山镇天堂村农技员

曾　勇　　古蔺县护家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站农艺师,

古蔺县观文镇双桂村农技员

５德阳市 (６人)

高　晗　　旌阳区农业农村局三农信息平台建设站站长、

高级农艺师,旌阳区东湖乡高槐村农技员

王治东　　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师,罗江

区慧觉镇龙王村农技员

夏　斌　　市畜牧站兽医师,中江县辑庆镇新民村农技员

刘元文　　中江县悦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农艺

师,中江县悦来镇群桥村农技员

王　倩　　中江县会龙镇经济办九级职员,中江县会龙

镇柳叶村农技员

徐贵林　　中江县东北镇经济办农艺师,中江县东北镇

凤鸣村农技员

６绵阳市 (１４人)

李　斌　　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安州区秀

水镇大泉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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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林　　江油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

工程师,江油市敬元乡松潘村农技员

张　建　　江油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助理工

程师,江油市六合乡龙池村农技员

何　肖　　梓潼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四级主任科员,梓潼

县文昌镇新桥村农技员

文星武　　平武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兽医

师,平武县江油关镇黄草湾村农技员

李元兵　　平武县农业农村局平通羌族乡畜牧兽医站高

级畜牧师,平武县平通羌族乡新民村农技员

何经纬　　省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北川羌族自治县坝

底乡通坪村农技员

张　韬　　市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

北川羌族自治县白坭乡中福村农技员

吴宗怀　　北川羌族自治县畜牧站畜牧师,北川羌族自

治县开坪乡永安村农技员

谢光明　　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兽

医师,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田坝村农技员

龙春燕　　三台县建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助

理农艺师,三台县建平镇栖凤村农技员

叶文君　　三台县景福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农艺

师,三台县景福镇双手磨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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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奎　　盐亭县农业农村局西陵畜牧兽医站站长、助

理兽医师,盐亭县西陵镇高华村农技员

张炳东　　盐亭县黄甸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站站长、助

理农艺师,盐亭县黄甸镇安治村农技员

７广元市 (２３人)

陈晏村　　省农村经营管理总站三级主任科员,利州区

三堆镇龙池村农技员

衡凤英　　利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利州

区三堆镇渔洞村农技员

张秀娟　　利州区宝轮镇农技推广站农艺师,利州区宝

轮镇田垭村农技员

王　博　　昭化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兽医师,

昭化区清水镇艺丰村农技员

徐桂琼　　昭化区射箭镇农业服务站站长、农艺师,昭

化区射箭镇潼梓村农技员

王鑫宇　　朝天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农艺师,朝天区大

滩镇红梅村农技员

马腾军　　朝天区朝天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朝

天区大滩镇响水村农技员

苟　曦　　成都土壤肥料测试中心科长、高级农艺师,

剑阁县姚家乡银溪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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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晓娥　　市农业农村局现代畜牧业科科员,剑阁县东

宝镇新建村农技员

尤天成　　剑阁县高观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剑

阁县高观镇元岭村农技员

何君华　　剑阁县店子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剑

阁县店子镇盘龙村农技员

赵如海　　剑阁县垂泉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农艺师,

剑阁县垂泉乡春光村农技员

陈永和　　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处二级调研员,旺苍

县高阳镇关山村农技员

刘绍金　　旺苍县九龙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农

艺师,旺苍县九龙镇庙子村农技员

樊清华　　旺苍县国华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农

艺师,旺苍县国华镇山峰村农技员

蔡登江　　旺苍县万家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旺

苍县万家乡金星村农技员

杨　仙　　青川县乔庄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青川县

乔庄镇柳河村农技员

李文明　　青川县蒿溪回族乡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青

川县蒿溪回族乡炭河村农技员

陈　波　　市农业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农艺师,苍溪

县唤马镇大林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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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仕敏　　苍溪县歧坪镇农技推广站站长、农艺师,苍

溪县歧坪镇寨堡村农技员

赵丽萍　　苍溪县畜牧水产发展中心兽医师,苍溪县中

土镇元宝村农技员

韩顺贵　　苍溪县五龙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师,苍溪县五

龙镇三会村农技员

罗　云　　苍溪县文昌镇农技站站长、农艺师,苍溪县

文昌镇红瓦村农技员

８遂宁市 (８人)

黄先耀　　船山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船山区唐

家乡花果村农技员

尹崇模　　安居区三家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工程师,

安居区三家镇三口堰村农技员

谭小兵　　安居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安居区拦江镇

花梁湾村农技员

杨大伦　　射洪市瞿河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农艺师,

射洪市瞿河镇刘李村农技员

李敦高　　射洪市金家镇畜牧兽医站站长、高级兽医师,

射洪市金家镇碧山庙村农技员

杨晓林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

师,蓬溪县高升乡黄莲山村农技员

廖　奎　　蓬溪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副站长、高级农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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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蓬溪县三凤镇石柱村农技员

彭科勇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和行业管理股副

股长,大英县蓬莱镇登荣村农技员

９内江市 (８人)

胡钱东　　市中区渔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工程师,市中

区凌家镇大屋冲村农技员

曹厚明　　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

员,东兴区杨家镇龙滩村农技员

唐俊良　　东兴区农广校推广研究员,东兴区椑木镇陈

湾村农技员

刘　韬　　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科教服务体系股副股长、

助理兽医师,隆昌市石燕桥镇同济村农技员

吴国斌　　资中县植保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资中县

高楼镇二丰村农技员

朱伟派　　资中县发轮镇配龙畜牧兽医站副站长、兽医

师,资中县发轮镇田家村农技员

付润饶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兽医师,

威远县连界镇杉树村农技员

熊明军　　威远县山王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农艺

师,威远县山王镇白龙村农技员

１０乐山市 (７人)

廖德斌　　井研县高凤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师,井研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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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镇双堰村农技员

杨文婷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农艺师,沐川县

高笋乡龙河村农技员

胡　敏　　沐川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助理兽医师,

沐川县沐溪镇庙坪村农技员

费　涌　　沐川县林业局资源保护股副股长、工程师,

沐川县杨村乡黄沙村农技员

薛建平　　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一级调研员,峨边彝

族自治县新场镇桃花村农技员

曹雪红　　峨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股长、农

艺师,峨边彝族自治县平等乡观慈村农技员

王苗堃　　马边彝族自治县大竹堡乡畜牧兽医站助理兽

医师,马边彝族自治县镇江庙乡石龙门村农

技员

１１南充市 (３５人)

李全英　　顺庆区双桥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顺庆区

双桥镇袁家沟村农技员

王应军　　顺庆区芦溪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顺庆区

芦溪镇雍家沟村农技员

唐　斌　　高坪区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站站长、农艺师,

高坪区江陵镇琴台寺村农技员

严道敏　　高坪区东观镇畜牧兽医管理站站长、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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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区东观镇二家寺村农技员

张忠平　　高坪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兽医

师,高坪区佛门乡蟠龙寺村农技员

罗　俭　　农业农村厅种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嘉陵

区双桂镇马达山村农技员

何光明　　嘉陵区双桂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师,嘉陵区双

桂镇马达山村农技员

何晓琼　　嘉陵区龙蟠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嘉陵区

龙蟠镇唐家沟村农技员

任惠溶　　嘉陵区曲水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嘉陵区

曲水镇胜兴村农技员

杨　玲　　嘉陵区种子质量监督管理站农艺师,嘉陵区

李渡镇长沟村农技员

孙亚龙　　市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推广培训科科长,阆

中市彭城镇刘家庙村农技员

张　玉　　市农业经济作物管理站农艺师,阆中市垭口

乡涧溪口村农技员

谭朝林　　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股股长、农经师,

阆中市木兰镇花石村农技员

郑　权　　阆中市保宁畜牧兽医联络指导站副站长、兽

医师,阆中市妙高镇福坪寨村农技员

岳　平　　阆中市河溪畜牧兽医联络指导站兽医师,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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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石滩镇方斗山村农技员

雍兴强　　南部县农业农村局畜经股副股长、畜牧师,

南部县楠木镇狮子嘴村农技员

罗兴富　　南部县铁佛塘镇畜牧兽医站副站长、兽医

师,南部县长坪镇宝瓶村农技员

王　琼　　南部县大河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农艺

师,南部县大河镇水垭村农技员

张　文　　南部县楠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农艺师,

南部县楠木镇金石村农技员

何春先　　南部县双佛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南部县

双佛镇昌国寺村农技员

冯　军　　西充县经济作物服务站农艺师,西充县义兴

镇皂角垭村农技员

庞　燕　　西充县太平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西充县

太平镇楠木庙村农技员

李建平　　营山县太蓬乡农业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营

山县太蓬乡香山村农技员

刘　玭　　营山县老林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营山县

老林镇井沟村农技员

颜先文　　营山县柏林乡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营山县

柏林乡石鼓村农技员

杨志强　　营山县安化乡农业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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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安化乡黑堰村农技员

杨贵川　　市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农艺师,

仪陇县三河镇新桥村农技员

王　华　　仪陇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农艺师,仪

陇县新政镇五童山村农技员

周永忠　　仪陇县金城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农艺师,

仪陇县金城镇龙桥村农技员

张斯媚　　仪陇县凤仪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农艺师,

仪陇县凤仪乡茅观村农技员

郑　义　　仪陇县五福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仪

陇县五福镇筏子村农技员

胡德蓉　　蓬安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股股长、农艺

师,蓬安县石孔乡十三嘴村农技员

杨　毅　　蓬安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管理股副股长、

助理兽医师,蓬安县金溪镇史家坝村农技员

王　琳　　蓬安县植保站农艺师,蓬安县金溪镇魏家坝

村农技员

向丽君　　蓬安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管与品牌培

育股股长、高级农艺师,蓬安县鲜店乡白房

子村农技员

１２宜宾市 (１２人)

胡志国　　翠屏区农机推广站站长、助理工程师,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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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宋家镇胡坝村农技员

李晓丽　　南溪区农业农村局土肥站农艺师,南溪区刘

家镇松林村农技员

刘　洋　　叙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情信息中心农艺师,叙

州区樟海镇丰富村农技员

胡　蝶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管与品牌培育科

农艺师,江安县怡乐镇凉水村农技员

方凯强　　江安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科技推广站站

长、一级科员,江安县夕佳山镇玉龙村农

技员

何　宇　　长宁县竹海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农艺

师,长宁县竹海镇龙庆村农技员

刘贤云　　高县嘉乐镇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兽医师,

高县嘉乐镇云鹤村农技员

罗　涛　　筠连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与农产品质量监

管股副股长、农艺师,筠连县筠连镇五凤村

农技员

刘德勇　　珙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股

农艺师,珙县底洞镇水竹村农技员

伍　丹　　兴文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事业人员,兴

文县古宋镇青山岩村农技员

文维书　　屏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高级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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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县锦屏镇中和村农技员

曾　健　　屏山县中都畜牧水产站站长,屏山县中都镇

插花村农技员

１３广安市 (１８人)

曾　斌　　市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农艺师,广安区白马

乡石河村农技员

王　印　　广安区农业农村局大安农业技术推广站站

长、农艺师,广安区大安镇小岩村农技员

江学友　　广安区农业农村局龙安柚产业发展办公室副

主任,广安区化龙乡梁山村农技员

张　伟　　前锋区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农艺师,前

锋区代市镇龙王村农技员

陈代林　　前锋区农业农村局畜牧生产科兽医师,前锋

区广兴镇永胜村农技员

胡代华　　华蓥市天池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华

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农技员

李仕云　　岳池县龙孔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艺师,

岳池县龙孔镇白虎梁村农技员

刘　勇　　岳池县酉溪镇农技推广站农艺师,岳池县酉

溪镇唐家坝村农技员

杨　超　　岳池县罗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九级职员,岳

池县罗渡镇玉王观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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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明　　岳池县新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艺师,

岳池县新场镇董家梁村农技员

罗艳军　　岳池县黄龙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艺

师,岳池县黄龙乡玉瓶寨村农技员

胡　亮　　岳池县裕民镇畜牧兽医站畜牧兽医师,岳池

县裕民镇土地堂村农技员

杨功利　　武胜县农业科学教育信息站农艺师,武胜县

双星乡工农村农技员

邓安贵　　武胜县石盘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农艺师,

武胜县石盘镇钱树村农技员

张　卓　　武胜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兽医

师,武胜县胜利镇观音塘村农技员

邹太慧　　邻水县经济作物站农艺师,邻水县观音桥镇

六合寨村农技员

李　宽　　邻水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畜牧师,邻水县坛

同镇红星村农技员

曾建芳　　邻水县城北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邻水县城

北镇马林村农技员

１４达州市 (３２人)

谭述兰　　通川区农业农村局产业扶贫办农艺师,通川

区江陵镇沿河村农技员

施光秀　　通川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师,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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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碑庙镇大石村农技员

付　强　　达川区大风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

艺师,达川区亭子镇明江村农技员

曹中均　　达川区麻柳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工程

师,达川区麻柳镇三清庙村农技员

李云啸　　达川区碑高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助理农

艺师,达川区碑高乡永必坝村农技员

张　伟　　达川区农畜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

心主任、高级畜牧师,达川区大堰镇铁山村

农技员

伍　勇　　达川区景市镇林业站工程师,达川区平滩镇

茂花村农技员

李　春　　万源市饲草饲料工作站支部书记、畜牧师,

万源市柳黄乡寨坝村农技员

李　勇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助理农艺师,万源市长坝

镇幺滩村农技员

袁　杰　　万源市黄钟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助理农艺师,

万源市中坪乡吕家坡村农技员

王成华　　万源市茶垭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万源市

茶垭乡李家坝村农技员

魏碧清　　万源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万源市

溪口乡后坝沟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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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琳　　万源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站长、

畜牧师,万源市永宁乡普子岭村农技员

田从良　　万源市农业农村局科技宣传股股长、助理农

艺师,万源市长石乡鸡河坝村农技员

黄玉兰　　宣汉县土黄镇农业技术服务站副站长、农艺

师,宣汉县土黄镇茶垭村农技员

李　勇　　宣汉县三河乡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兽医

师,宣汉县三河乡大山村农技员

邓云峰　　宣汉县五宝镇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助理兽

医师,宣汉县五宝镇跑马村农技员

李山峰　　宣汉县柏树镇农业技术服务站农艺师,宣汉

县柏树镇太平寨村农技员

黄学顺　　宣汉县峰城镇农业技术服务站副站长、工程

师,宣汉县峰城镇黄木村农技员

李大喜　　宣汉县庆云乡农业技术服务站农艺师,宣汉

县庆云乡锣坪村农技员

石杰山　　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

兽医师,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马老村农技员

唐　宇　　开江县农业农村局产业科教股副股长,开江

县任市镇响滩桥村农技员

李洪发　　开江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畜牧师,开

江县任市镇荷叶坝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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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雄　　省农业宣传中心主任科员,大竹县李家乡大

湾村农技员

张天洪　　大竹县土壤肥料站支部副书记、高级农艺

师,大竹县石河镇五通村农技员

马　敏　　大竹县土壤肥料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大

竹县安吉乡繁荣村农技员

李善春　　大竹县朝阳乡动物防疫站站长、兽医师,大

竹县朝阳乡木鱼村农技员

熊志刚　　渠县定远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工程师,

渠县定远镇四合村农技员

唐科华　　渠县蚕业管理站农艺师,渠县青龙镇双凤村

农技员

高学成　　渠县汇东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艺师,

渠县汇东乡白蜡社区农技员

张　伟　　渠县汇东乡动物防疫监督站站长、兽医师,

渠县三汇镇重石村农技员

徐海东　　渠县青龙镇动物防疫监督站站长、高级兽医

师,渠县青龙镇三埝村农技员

１５巴中市 (２０人)

米亚东　　市经济作物发展中心助理农艺师,巴州区梁

永镇园堡山村农技员

伏学银　　巴州区农民科技教育服务中心农艺师,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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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鼎山镇连通村农技员

王　旭　　巴州区畜牧站高级畜牧师,巴州区鼎山镇八

角丘村农技员

张卫东　　巴州区三江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农艺

师,巴州区三江镇明月寺村农技员

张　程　　恩阳区农经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恩阳区

关公镇风华村农技员

彭光福　　恩阳区经作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恩阳区

登科街道团包垭村农技员

彭中洪　　恩阳区上八庙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师,恩阳区

上八庙镇来凤村农技员

孙家万　　平昌县青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兽医

师,平昌县青凤镇枫香村农技员

侯先文　　平昌县佛楼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平

昌县佛楼镇光华村农技员

李先富　　平昌县笔山镇农业服务站农艺师,平昌县笔

山镇石溪村农技员

李　鸿　　平昌县江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平

昌县江口镇八庙村农技员

陈国辉　　通江银耳科学技术研究所农艺师,通江县陈

河乡西浴溪村农技员

黄　凯　　通江县板桥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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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板桥口镇杜家湾村农技员

廖　鹏　　通江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高级农

艺师,通江县毛浴镇草帽村农技员

任飞龙　　通江县长坪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通江县长

坪乡勇山坡村农技员

丁　旭　　南江县兴马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

师,南江县兴马镇罗岗村农技员

曾德彬　　市畜牧工作站助理畜牧师,南江县赶场镇云

光村农技员

周建国　　南江县长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级

农艺师,南江县长赤镇书房村农技员

刘　强　　南江县八庙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南江县八庙

镇楠坪村农技员

冉　东　　南江县农村能源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农艺

师,南江县公山镇金碑村农技员

１６雅安市 (８人)

李雅蓉　　雨城区农业农村局农办秘书股股长、农艺

师,雨城区望鱼镇中坝村农技员

宋　兵　　名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农艺师,

名山区红岩乡青龙村农技员

石　龙　　荥经县新添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荥经县新添镇太阳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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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军　　汉源县乌斯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农艺

师,汉源县乌斯河镇苏古社区农技员

方宏修　　石棉县经济作物站高级农艺师,石棉县蟹螺

藏族乡大湾村农技员

洋　强　　天全县仁义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兽医师,天

全县仁义镇六城村农技员

刘国洪　　芦山县农业技术培训中心主任,芦山县芦阳

街道芦溪村农技员

曹　琼　　宝兴县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宝兴县大溪乡烟溪口村 农

技员

１７眉山市 (１人)

李世洪　　洪雅县农业农村局农牧业科技教育与技术推

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洪雅县将军镇保坪

村农技员

１８资阳市 (８人)

王建群　　市种子管理站农艺师,雁江区老君镇普光村

农技员

肖国兵　　雁江区小院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农艺

师,雁江区小院镇李子村农技员

张桂玲　　雁江区农业农村局宜居乡村建设股股长,雁

江区中和镇明月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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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斌　　安岳县农机推广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安岳

县拱桥乡东安村农技员

杨　彬　　安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种业发展股股长、

高级农艺师,安岳县南薰镇红山村农技员

杨昌权　　安岳县护建镇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安

岳县护建镇滑石村农技员

朱齐斌　　乐至县良种场农艺师,乐至县龙门乡三道拐

村农技员

高　军　　乐至县宝林镇农业服中心主任、农艺师,乐

至县宝林镇黄家祠村农技员

１９阿坝州 (１６人)

汪　涛　　马尔康市农牧局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技术员,

马尔康市大藏乡青坪村农技员

廖　杰　　汶川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农业股副股长、

农艺师,汶川县水磨镇刘家沟村农技员

杨承乾　　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助理农艺师,

理县上孟乡日京村农技员

杨春生　　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经济作物管理站

高级农艺师,茂县洼底镇雅株村农技员

袁东波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兽医师,茂县

渭门镇腊普村农技员

冯海鹰　　州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高级农艺师,松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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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乡榨房村农技员

张　亮　　松潘县下八寨乡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站站长、

助理兽医师,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农技员

如　学　　州农业农村局草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助理畜

牧师,松潘县十里回族乡火烧屯村农技员

刘　智　　九寨沟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助理农艺师,

九寨沟县双河镇顺河村农技员

冉龙香　　金川县撒瓦脚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助理农艺

师,金川县撒瓦脚乡柔热尔村农技员

梅绍富　　小金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农技站站

长、高级农艺师,小金县抚边乡高卡村农

技员

邬　健　　州农业农村局畜牧工作站畜牧师,小金县新

格乡马鞍村农技员

董成兵　　州农业农村局农技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壤塘县茸木达乡洞窝村农技员

刘元顺　　州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农艺师,

阿坝县垮沙乡羊高村农技员

吴毅鹏　　若尔盖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畜牧工作股

副股长、助理兽医师,若尔盖县达扎寺镇岭

嘎村农技员

斯高让　　州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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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班佑乡求吉郎哇村农技员

２０甘孜州 (２６人)

杨　瑾　　康定市林业和草原局高级管护工,康定市三

合乡边坝村农技员

仁　清　　康定市麦崩乡农技推广服务站农技员,康定

市麦崩乡为舍村农技员

谢　秀　　泸定县田坝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农艺师,

泸定县田坝乡磨河村农技员

王金玉　　泸定县冷碛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农艺师,

泸定县冷碛镇黑沟村农技员

车秀琼　　丹巴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丹巴

县巴底镇沈足二村农技员

王燕军　　丹巴县畜牧站兽医师,丹巴县半扇门乡阿娘

沟四村农技员

苏久乌卡　九龙县烟袋镇兽医站站长,九龙县烟袋镇白

岩子村农技员

王　鑫　　雅江县种子管理站高级农艺师,雅江县木绒

乡倭委村农技员

扎下波　　道孚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助理兽医师,道孚

县甲宗乡兴岛科村农技员

尼　强　　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助理兽医师,炉霍

县斯木镇尤斯村农技员

—８９１—



马晓雪　　甘孜县卡攻乡畜牧兽医站畜牧师,甘孜县卡

攻乡格上村农技员

秦志晖　　州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程师,甘孜

县呷拉乡笨德古村农技员

石廷飞　　新龙县茹龙镇农技站助理农艺师,新龙县茹

龙镇卡鲁村农技员

降　错　　德格县所巴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助理畜牧师,

德格县所巴乡芒布村农技员

刘　曦　　州畜科所综合实验室兽医师,白玉县麻绒乡

麻绒村农技员

四郎志玛　白玉县河坡镇农技推广服务站技术员,白玉

县河坡镇下达村农技员

王成颖　　石渠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科技股股长,石渠

县洛须镇纳扎村农技员

陈和强　　州动物疫控中心助理兽医师,石渠县长须干

马乡同呷村农技员

王俊杰　　州畜牧站助理畜牧师,色达县翁达乡翁达村

农技员

牟小君　　色达县洛若镇畜牧兽医站助理畜牧师,色达

县洛若镇曲西村农技员

宋班甲呷泽郎理塘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助理农艺师,理塘

县莫坝乡中莫坝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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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拥忠　巴塘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巴塘县松多乡

松多村农技员

申　兵　　乡城县香巴拉镇农技推广服务站助理农艺师,

乡城县香巴拉镇信沟村农技员

洛绒电月　稻城县农业站站长,稻城县巨龙乡瓦龙村农

技员

彭明利　　得荣县农机站站长,得荣县八日乡通古村农

技员

邓小松　　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科长、高级农艺师,得

荣县奔都乡俄木学村农技员

２１凉山州 (４１人)

唐国强　　西昌市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助理兽医师,西昌市阿七镇马桑村农

技员

杨银发　　木里藏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宁朗乡兽医站站

长、助理兽医师,木里藏族自治县宁朗乡甲

店村农技员

甘立欣　　木里藏族自治县博科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

艺师,木里藏族自治县博科乡博科村农技员

季秀林　　盐源县农业农村局农村改革发展股股长、助

理兽医师,盐源县沃底乡曲米村农技员

余德水　　盐源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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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师,盐源县大坡乡大地村农技员

马金华　　盐源县博大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助理畜牧

师,盐源县博大乡红岩子村农技员

汤　衡　　德昌县农业农村局融合发展与农业园区股助

理畜牧师,德昌县永郎镇方梁村农技员

郑洪荣　　会理县农牧科教站站长、七级职员,会理县

六华镇庙子湾村农技员

李进平　　会东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站副站长,会东

县野租乡上野租村农技员

潘建军　　宁南县农业农村局一级科员,宁南县跑马镇

四大块村农技员

何永林　　普格县瓦洛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

普格县瓦洛乡火山村农技员

吉巴阿拉　普格县农业农村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兽医师,

普格县甘天地乡甘天地村农技员

苟日子轨　普格县菜子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

普格县菜子乡先锋村农技员

阿尔茨古　州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兽医师,布

拖县补尔乡竹尔苦村农技员

张保卫　　布拖县农业农村局龙潭畜牧兽医站兽医师,

布拖县龙潭镇岩日村、幸福村农技员

江　云　　布拖县农业农村局水产渔业站站长、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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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拖县特木里镇吉乃村农技员

张荣国　　金阳县农业农村局派来畜牧兽医站站长、兽

医师,金阳县派来镇天地坪村农技员

徐林成　　金阳县梗堡乡畜牧兽医站助理畜牧师,金阳

县梗堡乡松林坪村农技员

孙真艳　　金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技教育管理站站

长、农艺师,金阳县丙底乡布洛村农技员

马海小梅　昭觉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助理农艺师,

昭觉县大坝乡特洛村农技员

李金菊　　昭觉县农业农村局科教站农艺师,昭觉县洒

拉地坡乡姐把哪打村农技员

吉克晓敏　昭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法制宣传教育中心兽

医师,昭觉县竹核乡瓦拖村农技员

热烈扯黑　昭觉县农业农村局农经站助理农艺师,昭觉

县日哈乡古尔以打村农技员

阿育玉华　喜德县农业农村局科教站副站长、助理农艺

师,喜德县洛哈镇坪其甘村农技员

邓　辉　　喜德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副站长、助理农艺

师,喜德县洛哈镇都来村农技员

张希美　　冕宁县农业农村局科技管理站副站长、农艺

师,冕宁县彝海镇勒帕村农技员

阿海石布　越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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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艺师,越西县申普乡合觉村农技员

左　静　　越西县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股股长、农艺师,

越西县乐青地乡地各村农技员

林辉儒　　越西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站长、兽医师,越

西县普雄镇尔各村农技员

王晓琼　　越西县农业农村局计财股农艺师,越西县丁

山乡邓家坝村农技员

万才荣　　甘洛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检测站站长、农艺

师,甘洛县嘎日乡阿渣尔吉村农技员

帅洛石　　甘洛县普昌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甘

洛县普昌镇足木村农技员

余代君　　甘洛县苏雄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畜牧师,甘

洛县苏雄乡尔巴阿且村农技员

陈小林　　美姑县农业农村局侯古莫乡畜牧兽医站畜牧

师,美姑县侯古莫乡马拖村农技员

陈　奇　　美姑县农业农村局洛莫依达乡畜牧兽医站助

理兽医师,美姑县洛莫依达乡木格觉村、布

尔村农技员

某色日伟　美姑县农业农村局拉木阿觉乡畜牧兽医站助

理兽医师,美姑县拉木阿觉乡移民村农技员

阿育余祥　美姑县农业农村局乐约乡畜牧兽医站助理畜

牧师,美姑县乐约乡波莫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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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君　　雷波县农业农村局养殖业服务中心畜牧师,

雷波县双河口乡火烧棚村农技员

李　灵　　雷波县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高

级畜牧师,雷波县永盛乡山脚村农技员

杨宗伦　　雷波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教站助理农艺师,

雷波县马湖乡唐家山村农技员

张　楠　　省蚕业管理总站二级主任科员,雷波县马湖

乡大杉坪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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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２０１９年定点扶贫先进省直部门 (单位)名单

一、省直部门 (单位)(６７个)

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法院

省检察院 省委办公厅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协办公厅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 省委统战部

省委政法委 省委网信办

省委外办 省委编办

省委军民融合办 省委台办

省直机关工委 省发展改革委

教育厅 科技厅

省民族宗教委 公安厅

民政厅 司法厅

财政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自然资源厅 生态环境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

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

商务厅 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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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委 退役军人厅

应急厅 审计厅

安全厅 省国资委

省市场监管局 省体育局

省统计局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省扶贫开发局 省信访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经济合作局

省林草局 省广电局

省委省直机关党校 省核工业地质局

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省农科院

省社科院 省供销社

省税务局 省地震局

省烟草专卖局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省总工会 团省委

省妇联 民进四川省委

九三学社四川省委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二、高校 (２９个)

四川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川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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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医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 四川工商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四川天一学院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三、医院 (１１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骨科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国有企业 (１７个)

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中烟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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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院工程集团公司 四川发展 (控股)公司

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公司 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四川航空集团公司

省煤炭产业集团公司 省机场集团公司

省商业投资集团公司 省旅游投资集团公司

五粮液集团公司

　　五、金融机构 (６个)

人行成都分行 四川银保监局

工行四川省分行 建行四川省分行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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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２０１９年扶贫专项先进集体名单

(７个)

一、易地扶贫搬迁专项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扶贫开发局

责任单位: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二、交通建设扶贫专项

牵头单位:交通运输厅

三、财政扶贫专项

牵头单位:财政厅

四、贫困家庭技能培训和就业促进扶贫专项

牵头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财政厅、省扶贫开

发局、省残联

五、农业产业扶贫专项

牵头单位:农业农村厅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科技厅、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林

草局

六、教育扶贫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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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教育厅

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扶贫开发局、省林草局

七、健康扶贫专项

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委、教

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省扶贫开发局、省医

保局、省残联、四川银保监局、省红十字会、省中医药局、

省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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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２０１９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藏区携手

奔小康先进县 (市、区)名单

(６４个)

叙永县、古蔺县、北川县、平武县、广元市昭化区、广

元市朝天区、旺苍县、青川县、剑阁县、苍溪县、乐山市金

口河区、沐川县、峨边县、马边县、南充市嘉陵区、南部

县、仪陇县、阆中市、屏山县、广安市广安区、宣汉县、万

源市、巴中市巴州区、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马尔康

市、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金川县、黑

水县、壤塘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康定市、泸定

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甘孜县、新龙县、

德格县、白玉县、石渠县、理塘县、巴塘县、乡城县、稻城

县、得荣县、木里县、盐源县、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

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甘洛县、雷波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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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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