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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康柏利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

职业学校汽车工程系副主任

刘长安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任 轶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挂职），北京积水潭医院原办公室

主任

吴进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驻新疆和

田市吉亚乡阿孜乃巴扎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秦俊彪 首钢新闻中心专题室副主任

孙金成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挂职），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西藏拉萨

指挥部项目部部长

邓鹏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挂职），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

导小组新疆和田指挥部规划财务部部长

马 晨（回族）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

（挂职），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玉树

指挥部党委委员、综合办公室主任、宣传和人力资源部部长

闫新疆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副

科长（挂职），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刘金波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副处职

张 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协同合作处

处长

张 嵩 北京市东城区对外联络服务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张 钧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副校长

马向涛 北京市海淀区医院管理中心副主任

安钟岩（女）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贺迎潮（女） 北京市石景山区接受捐赠事务管理中心主

任，北京市石景山区慈善协会秘书长

管浩明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主

任科员

蒋京春 北京市通州区大杜社中学教师

许 静（女） 北京市顺义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运行服务

中心主任

戚学政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医生

雷 剑（土家族）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医

生，北京市大兴区麻醉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魏学东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教师，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

学教师

李广富 平洛森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磊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扶贫办副主任

（挂职），北京市密云区应急管理局执法监察大队队长

池凤英（女） 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健康委一级主任科员

天津市

高燕梅（女）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原副主

任，天津市河东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秀燕（女） 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社长

程 维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班立桐 天津农学院农学与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李景龙 天津津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芦玉香（女） 天津市第九批援疆专业技术人才，天津市

西青区精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

赵 宏 天津市第九批援疆专业技术人才，天津交通职

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本科教研室主任

杨 晖 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

陈中红（女） 宜垦（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斌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天津市

河西区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赵树明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原副局长，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

魏 丰 天津市宁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离休干部

陈继红（女） 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秘书长

于学艳（女） 天津市蓟州区于学艳爱心志愿者服务协会

党支部书记、会长

杨春武 河北省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天津市和

平区副区长

马步云 天津三鹰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

人代表、总经理

陈洪顺 天津市第九批援藏专业技术人才，天津市宁河

区宁河镇中学德育主任

石振华（女，蒙古族） 天津市第八批援藏专业技术人才，

天津市河西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周明陶 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盆罐庄村驻村帮扶组组长

兼第一书记，天津海关所属宁河海关二级高级主办

于一民 天津市第九批援疆专业技术人才，天津中德应

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教师

严立淼 天津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思维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原县委常委、副

县长，天津市河东区春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三级调

研员

戴建良 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食用菌产销协会党支部书

记、会长

河北省

贾 茹（女） 行唐县昊腾残疾人双创园园长

崔雪琴（女） 赞皇县雪芹棉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建辉 行唐县上方乡西城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科副科长

董晓航 平山县委书记

赵永利 石家庄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吴清海（满族） 承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

副书记

张志民（满族） 承德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孙志强（满族） 丰宁满族自治县南关蒙古族乡党委书记

张国军（满族）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黄土坎乡党委

书记

康海坡（满族）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副书记、主任

刘 福（满族） 隆化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鲁文学 平泉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孟凡东 承德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学松（满族） 滦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学申 兴隆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徐景升（蒙古族） 丰宁满族自治县波罗诺镇官梁村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丰宁县供电分公司

副经理

回 建（回族） 张家口市委书记

刘雪松 张家口市副市长兼康保县委书记

张瑞峰 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办公

室党组书记、主任

郭新耀 赤城县委书记

喻 鹏 张家口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孙国亮 阳原县辛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韩惟灏 怀安县西沙城乡北庄堡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三级主任科员

林慧钦 涿鹿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郝国胜 阳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屈 磊 张家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

郑淑春（女） 张家口市第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洪海霞（女，满族） 张家口市崇礼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副

主任

李宝红（女） 张家口市宣化区赵川镇副镇长

陈敬民 谷之禅张家口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喜玲（女） 沽源县长梁乡大石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霍春利 青龙满族自治县委书记

刘守礼 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星口乡龙头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

何启东 青龙满族自治县安子岭乡吉利峪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占民 唐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指导处处长

刘彦林 大城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扶贫办主任

张 昇 保定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孙建设 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退休）

段春亭 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侯桂森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退休）

段朝阳 涞源县东团堡乡东团堡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河

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二级主任

科员

邓 斌 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主任科员

孙 轶 涞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涞源县扶

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登建 顺平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孙国臣 南皮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景昭 海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韩光辉（回族） 南皮县大浪淀乡肖九拨村驻村工作队第

一书记，沧州市公安局留置看护支队支队长

李双星 衡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张建强 武强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殷三强 河北益彰食品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峰珍（女） 邢台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高胜福 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振江 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局副

局长

张晓锋 巨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庆勇 广宗县广宗镇盐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孙立岭 新河县西流乡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杨连海 邯郸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瑞学 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胜利 大名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苏晓艳（女） 广平县胜营镇党委书记

李志生 邯郸市肥乡区辛安镇镇党委书记

刘 霜（女） 大名县北峰乡前现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邯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处长

石运甫 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民政组副

组长

耿士雄 定州市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

李志刚 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葛 涛 河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金宝（满族）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

作处副处长

王改革 河北省水利厅农村供水总站专技干部

通占元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

站长

李国华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三级主任科员

康志刚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基金站综合科科长

山西省

尤变清（女） 阳曲县黄寨镇南留南村第一书记，太原市

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科员

尤同义 娄烦县润和美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 春 灵丘县红石塄乡下车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牛 雁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成 大同市云州区瓜园乡瓜园村党支部书记

郭占君 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王国斌 右玉县丁家窑乡前鹰卧山村第一书记，朔州市

纪委监委电教化中心副主任

裴 峰 忻州市副市长

范武胜 静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 丹（女） 五台县东雷乡北文西村第一书记，忻州市

定襄县融媒体中心原记者

张喜伟 忻州伟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卫兵 偏关县光伏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县扶贫开发

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沙万里 繁峙县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

田 丰 五寨县杏岭子乡党委书记

陈林强 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曹建平 中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冯海虎 方山县麻地会乡后则沟村党支部书记

李翠叶（女） 兴县蔚汾镇南通村第一书记，吕梁市政务

服务中心业务科科长

薛 波 临县曲峪镇前曲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山西省

吕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

郑云平 石楼县灵泉镇胡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李烽峰 临县白文镇党委书记

巨彦军 生前为左权县羊角乡乡长

白世斌 山西地厚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辛学龙 盂县梁家寨乡赵家岔村第一书记，阳泉市委组

织部干部二科科长

李乃珠 阳泉市郊区平坦镇桃林沟村党支部书记

李 飞 生前为沁源县赤石桥乡党委书记

段志岗 长治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贾永平 平顺县龙溪镇龙镇村党支部书记

郭子涵（女） 陵川县附城镇台北村第一书记，陵川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所科员

常国平 生前为大宁县曲峨镇黑城村第一书记，临汾职

业技术学院教师

王红林 汾西县副县长

丁玉萍（女） 山西玉和泰煤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苏敖森 吉县柏山寺乡官庄村党支部书记

邢医救 垣曲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良杰 山西中农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茂端 运城市盐湖区三路里镇沟东村党支部书记

张卫泽 万荣县汉薛镇柳林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万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万荣县失业保

险服务中心主任

郝能吉 夏县裴介镇裴介村村民，昌鑫葡萄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赵士权 山西乐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贺楠 天镇县赵家沟乡薛牛坊村第一书记，中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和经办服务研究室

副研究员

韩剑锋 石楼县龙交乡兴东垣村第一书记，国家税务总

局山西省税务局四级调研员

姚会林 生前为闻喜县阳隅乡屯元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运城监管分局临猗

监管组组长

郭宏伟 左权县麻田镇包村工作队队长，山西省政府办

公厅人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张国田 武乡县故县乡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山西省委党刊社《映像》杂志社总编辑

周向烽 临县碛口镇陈家垣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山西省价格认定中心复核科副科长

张 鹏 神池县太平庄乡小磨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山

西省公安厅政治部群众工作指导处一级主任科员

董 鹏 代县上馆镇橙草沟村第一书记，山西省地方政

府债务监测评估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权 威 五台县东雷乡包村工作队队长，山西省事业单

位绩效考核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

孟保奎 山西省蚕业科学研究院果树花卉研究所所长

赵洪胜 左权县芹泉镇包村工作队副队长，山西省审计

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副科长

刘志杰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山西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张宏才 武乡县石北乡西黄岩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山西

省供销社财务处二级调研员

姚建民 山西农业大学研究员

姜瑞鹏 右玉县元堡子镇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山西医科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贺 信 永和县芝河镇包村工作队队长，山西省国新能

源发展集团永和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内蒙古自治区

武汉鼎 清水河县畜牧局干部（退休）

云 鹏（蒙古族） 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台格斗村党

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管委会事

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巴雅尔（蒙古族） 土默特左旗善岱镇北淖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土默特左旗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程利翔 固阳县金山镇党委书记

郭彭飞 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武大城尧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

马艾飞 鄂伦春自治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玲 丽（女，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团

结嘎查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

海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姚家义（回族） 阿荣旗三岔河镇党委书记

陈延成 兴安盟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二级

巡视员

王树庆 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阿

尔山市明水河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

齐晓景（女，蒙古族） 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镇乡土人

才孵化中心负责人

付永久 奈曼旗青龙山镇互利村党支部书记

朱晓明（蒙古族） 库伦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

主任

于艳春（女，蒙古族） 通辽市科尔沁区庆和镇党委书记

何胜君（满族） 扎鲁特旗大军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冯树鑫 赤峰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启航 敖汉旗萨力巴乡党委书记

宋占国 赤峰市派驻喀喇沁旗脱贫攻坚推进组联络员，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副支队长

萨仁图亚（女，蒙古族） 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老道板

嘎查驻村第一书记，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刘占林 林西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党总支书记

松布尔（蒙古族） 苏尼特左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

员、副主任

高凯杰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北菜园村党支部书记

乌云其其格（女，蒙古族） 苏尼特右旗阿其图乌拉苏木

额尔敦宝拉格嘎查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

会组宣部部长

史 芳（女） 乌兰察布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乌兰察布市

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董 裴（蒙古族） 商都县小海子镇麻尼卜村党支部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商都县委办公室科长

贺 龙 兴和县店子镇朱家营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兴和县委办公室干部

丁瑞锋（女） 卓资县易地扶

贫搬迁服务中心副主任

纪全富（蒙古族） 察哈尔右

翼后旗旗委书记

王光荣 杭锦旗扶贫开发办

公室主任

张栋梁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

党委书记

徐创军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邢洪圣 杭锦后旗蛮会镇党委书记

党占富 乌拉特中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明轩 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驻村第一书

记，乌海市海勃湾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一级科员

齐特格斯（蒙古族） 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达兰图如嘎查

村委会主任

布仁其其格（女，蒙古族） 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尔

嘎勒赛汉镇科森嘎查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开发区公

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么永波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忠兵 内蒙古自治区派驻巴林左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副总队长，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

控制研究一所所长

王汉文 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吉日嘎岱嘎查驻村工作

队队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工作人员

于智宝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朝阳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安供电公司综合

服务中心离退休管理

赵志强 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哈日楚鲁嘎查驻村工作

队队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综合技术室经理

拓 康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一级主任科员

杨宝峰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处长

郭 俊 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

辽宁省

魏 欢 康平县农业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扶贫服务事务

部副部长

曹 巍（满族） 岫岩满族自治县洋河镇原党委书记，岫

岩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岫岩满族自

治县知识产权局局长

刘永娟（女，满族） 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扶贫开发

办公室主任

田金龙 桓仁满族自治县黑沟乡六道沟村党总支书记

刘希明（满族） 宽甸满族自治县委书记

王海艳（女） 丹东市凤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洪莲（女，满族） 锦州市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兼

扶贫办主任

刘 岩 义县前杨镇党委书记

张 东 营口市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党委副书记

张庆年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官营子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杨敬忠 彰武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魁军 辽阳县兴隆镇政法委员

刘庆成 铁岭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赵忠良 昌图县老城镇安家村第一书记，辽宁省纪委监

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一级主任科员

老颜武（满族） 朝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德文（蒙古族） 喀左县水泉镇党委书记

刘海利 朝阳市凌源市小城子镇党委书记

朱庆贵 葫芦岛市兴城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靖文（满族） 葫芦岛市南票区黄土坎乡上松树沟村工

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辽宁省公安厅一级警长

王忠生 葫芦岛市连山区寺儿堡镇老边村党支部书记

朱长悦（蒙古族） 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

陈浩南 建昌县老大杖子乡杏花村第一书记，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机要员

刘恩娇（女） 黑山县英城子乡大豆屯村第一书记，辽宁

省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干事

吉林省

李德明 通榆县委书记

金寿浩（朝鲜族）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

侯 川 四平市政协主席，双辽市委书记

辛 峰 吉林省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长

杨如军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主任

赵永浩（朝鲜族） 图们市委书记、市长

刘启芳（女） 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精诚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

韩大春 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广生村党总支书记

高 兵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徐世博 桦甸市红石砬子镇老岭村第一书记，吉林市委

组织部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曾丽圆（女） 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第一书记，吉林市环

境应急管理中心工程师，吉林省驻村第一书记协会会长

李红达 梨树县孤家子镇张家街村第一书记，四平市职

业技术教育中心招生就业处主任

于春艳（女） 辽源市东丰县发展和改革局扶贫部门负责人

杨立山 柳河县安口镇长安村第一书记，通化市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科员

刘正明（满族） 生前为辉南县朝阳镇长青村第一书记，

辉南县朝阳镇高集岗中学副校长

刘贵军 靖宇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尹云杨 白山市扶贫宣教中心主任

王 林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玉明 长岭县大兴镇永胜村第一书记，吉林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源矿业集团总工会生活部部长

郭明亮 生前为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东六家子村党支部

书记，松原市宁江区纪委监委信息中心科员

连百庆 大安市月亮泡镇先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浩然 镇赉县嘎什根乡立新村第一书记，白城市政府

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姜 健（朝鲜族） 和龙市南坪镇党委书记

张 林（朝鲜族） 生前为汪清县复兴镇兴华村工作队队

长，汪清县复兴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宋广义 梅河口市脱贫攻坚办公室主任

崔金虎 通榆县边昭镇政府副镇长（挂职），吉林大学植

物科学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科技扶贫小分队队长

杜心雨（女，满族） 吉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三级

主任科员

郭守志 吉林省财政厅农业处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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