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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乔福军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平洋镇平洋村扶贫车间主任

王玉伟 齐齐哈尔市拜泉县鑫鑫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春城（满族）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春城马铃薯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徐 阳 齐齐哈尔市富裕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董春香（女） 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黑岗乡政府扶贫专干

吴金龙 齐齐哈尔市克东县昌盛乡东兴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杨 明 绥化市海伦市向荣镇向前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绥化市海伦市水产总站办公室主任

胡小东 绥化市兰西县远大镇党委书记

梁文辉 绥化市明水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刘 峰 绥化市绥棱县克音河乡向荣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聂 影（女） 佳木斯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主任

马 英 佳木斯市汤原县香兰镇新建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刘 波 桦南县土龙山镇党委书记

蒋 胜 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驻木兰县新民镇新华村工

作队原队长兼第一书记，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党委书记

张远春 哈尔滨五常市安家镇兴业村党支部书记

张淑芬（女） 哈尔滨市巴彦县洼兴镇党委书记

高春艳（女） 牡丹江市穆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郭 宇（蒙古族）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克尔台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徐钦坤 鸡东县下亮子乡正乡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鸡西市高速公路收费中心副主任

钟宏伟 勃利县永恒乡东辉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七台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专员

沈 淼（女） 黑河市嫩江市联兴乡党委书记

安铁军 漠河市大河西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大兴

安岭地区市场监管局科长

徐东锋 黑龙江省住建厅乡村建设处处长

张广志 黑龙江省水利厅水利水电处处长

刘加卓（达斡尔族）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

心副科长

李 季（满族） 黑龙江省教育厅财审处副处长

陈 华 绥棱县靠山乡靠山村工作队原队长兼第一书

记，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巡视员

姜学涛 海伦市海北镇南众村工作队队员，黑龙江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科员

田玉龙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市

罗晓平 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主任，上海援滇干部

联络组组长

王 煜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坚 生前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心

内科主治医师

任长艳（女） 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 坤 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朱 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人

事科副科长

李 劲 上海市共康中学教师

徐宏斌 上海秋海堂文化艺术中心创办人

张 玮 上海普陀区长风街道白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

郑思馨 上海市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与药政

管理科科长

周 灵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

韦秀勇（壮族）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扶贫办副

主任（挂职），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政府办公室主任

胡志宏 上海市闵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

赵兴洲（满族）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民族寄宿

制中学教师，上海市嘉定区杨柳初级中学教师

翁永刚 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农科局技术人才（挂职），

上海市金山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师

王德伟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教师（挂

职），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团委书记

顾慧玲（女）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第二小学课程教学部副

主任

潘艳红（女） 上海市奉贤区就业促进中心会计师

蔡俊春 上海市崇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罗震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挂

职），新民晚报社主任记者

潘江雪（女）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叶正文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邬钦灏 上海上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傅 欣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王欣泽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周凤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第六中学教师（退休）

狄建忠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

贺天临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门急

诊办公室副主任

顾正斌 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刘 军 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扶贫协作处处长

孙金峤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院长（挂职），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主任医师

李国文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上

海杨浦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凯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上

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江苏省

王松松 陕西省宝鸡市果业蔬菜发展中心副主任（挂

职），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王辉辉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中医院副院长

（挂职），常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秘书、副主任医师

王 斌 灌云县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扶贫开发科科长

王稳喜 泰州市姜堰区农业干部学校校长，区农业农村

局扶贫开发科科长

仇圣富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援合作处处长

孔毅远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委常委、副区长（挂职），南

京市栖霞区副区长

卢攀峰 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丰年村党总支书记

朱洪辉 滨海县八巨镇前案村党总支书记

刘树军 东海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县政府扶贫工作

办公室主任

阮祥忠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挂职），句容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一科科员

孙国君 江苏省委驻涟水县帮扶工作队原队长，江苏省

政府办公厅文印服务中心主任

严清华 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黄金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李求超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畜牧兽医站站长

李玲莉（女） 淮安市淮阴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区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李维维 陕西省汉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苏陕协作办公

室副主任，南通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

杨海玲（女） 江苏省委驻泗洪县帮扶工作队队员，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泗洪支公司主管

吴 玮 徐州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

沈小平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沈海斌 江苏省对口支援西藏拉萨市前方指挥部党委书

记、总指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挂职），

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

张 皋 贵州省铜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

（挂职），苏州市相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陆年春 西藏自治区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副校长（挂职），

扬州翠岗中学副校长

周铭敏（女） 沭阳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县政府扶贫

工作办公室主任

周善红 江苏万顺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倪欣欣（女） 青海省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挂

职），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徐丙奇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副主任

（挂职），江苏省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徐 进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泰

兴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郭建军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院长（挂职），盐

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

曹炳泰 江苏省委驻响水县帮扶工作队原队长，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

蒋仲良 宜兴市芳桥街道金兰村党总支书记

程枫叶 陕西省汉中市政府办公室政办科副科长（挂

职），南通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程 智 泗洪县程老四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焦思权 徐州市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路 璐（女）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高

级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挂职），盐城景山中学语文教师

臧 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医院副院长（挂职），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胸外科教学主任

颜忠元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江苏中学副校长（挂

职），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教务副主任

薛 强 江苏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副领队，青海省扶

贫开发局党组成员（挂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

处正处级干部

浙江省

骆方豪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口帮扶处处长

叶正猛 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吴联峰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扶贫开发处）副

处长

汪四花（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杨曙方 浙江蓝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沈 翔 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常委、副州长（挂职），浙江省

杭州市帮扶黔东南州工作队领队

吴 斌 湖北省巴东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浙江省杭

州市下城区教育局正科级干部

周 君（女）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启宏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春霞（女） 贵州省榕江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浙江

省桐庐县委常委

王晓桢（女） 浙江安厨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国强 宁波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敏杰 吉林省汪清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浙江省宁

波市北仑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袁永君 安龙万洋众创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百央（女） 慈溪市教育局职成教教研室副主任

仇贤林 宁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顶峰 象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金世来 温州市委政法委安稳室副主任

彭来恩 苍南县中医院医师

徐育雄 湖州市政府区域合作交流办公室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湖州市对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张开荣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农村局龙安柚产业发

展办公室原副主任（挂职），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公共

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王全华 四川省若尔盖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若尔盖县

达扎寺镇第一书记（挂职），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正科长级干部

肖志明 桐乡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 怡（女） 绍兴市秀水小学教师

黄 森 永康市扶贫办干部，永康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经

济改革发展科负责人

麻成广 永康市第二中学见习副校长

叶德刚 衢州市柯城区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中心党组成员

余雄富 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钟佩玲（女）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政府科长

杨 松（土家族） 四川省达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挂职），

浙江省嵊泗县委副书记

张新建 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三级调研员，仙居县埠

头镇振兴村农村指导员

柴芝红（女） 台州市立医院妇科副主任、妇儿党支部

书记

辛宏权 温岭市吉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林 雷 四川省平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浙江

省青田县高湖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李春萌（女） 缙云县五羊湾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安徽省

赵 慧（女，回族） 安徽省教育厅财务处一级主任科员

陈学刚 安徽省省直离休干部医疗补助经费审核办公室

主任

卢立新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处长

郇继淮 颍上县垂岗乡墩黄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安徽省水利水电基本建设管理局安全监督处处长

黄 建 安徽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

夏云胜 生前为皖维集团公司驻金寨县白纸棚村驻村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中心副主任

熊化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六安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张志平 长丰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一

级主任科员

董瑞宜 庐江县金牛镇山南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庐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局长

董增燕（女） 肥西县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

主任科员

陈 影（女） 濉溪县刘桥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应国君 亳州市副市长

陈昭敏（回族） 亳州市扶贫开发局局长，一级调研员

邵米娜（女） 涡阳县高炉镇代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

卢 毅（女） 蒙城县许疃镇土桥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

工作队队长，蒙城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工作人员

贾建民 利辛县中疃镇副镇长、扶贫办主任

张年亮 砀山县砀城镇林屯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工作人员

邵翠芝（女） 萧县新庄镇党委书记

曾翙翔 生前为宿州市埇桥区支河乡路湖村扶贫专干，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

唐 锐 灵璧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邓素英（女） 泗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磊（回族） 灵璧县渔沟镇郑楼村驻村第一书记、扶

贫工作队队长，安徽省委网信办网络应急管理处四级调研员

施建宾 蚌埠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童俊杰 固镇县石湖乡陡沟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蚌埠市水利局规划计划科科长

苏永松 固镇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春泉 界首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

杨坤山 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村党委书记

吕 彬 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谢 皓 阜阳市颍泉区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规划设计

室主任

朱启峰 太和县马集镇党委书记

张 伟 阜南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医共体办公室主任

张乐春 颍上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审批股股长，三

级主任科员

谢文婷（女） 阜阳市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杨建周 临泉县迎仙镇党委书记

贾 俊 淮南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邓祖洋 寿县正阳关镇党委书记

汪诗明 淮南市潘集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潘集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城建工委主任

李善增 定远县扶贫开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孙安静 来安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县扶贫开发工作

办公室负责人，三级主任科员

王晓丽（女） 全椒县石沛镇党委书记

鲍铁柱 明光市潘村镇中淮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党总支书

记、副队长，明光市信访局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负责人

孙学龙 六安市副市长

胡 浩 霍邱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

科员

余 静（女） 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

工作队队长，金寨县花石乡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王 健 金寨县油坊店乡东莲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

作队队长，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务公开办副主任

贠守宝 舒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万汉亿 六安市叶集区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彦飞 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裴善权 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曹 静（女） 无为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主任

刘作胜 南陵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李 夏 生前为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

委派出荆州乡监察专员

章建军 生前为绩溪县板桥头乡下溪村驻村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队长，绩溪县教育体育局体育教练员

孙军平（女） 旌德县副县长

乔东福 枞阳县白柳镇党委书记

吴昔康 池州市扶贫开发局原副局长，池州市政府副秘

书长

王卫平 石台县大演乡党委书记

张 路 石台县洪墩村扶贫工作队扶贫专干，国家税务

总局安徽省池州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邹世国 池州市贵池区棠溪镇党委委员

陈爱军（女） 安庆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朱鸣节 岳西县菖蒲镇岩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安徽省委机要局通信报务处副处长

陆 刚 潜山市官庄镇坛畈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副队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现代流

通处四级调研员

沈 冬 申洲针织（安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雷 澍 桐城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二级主任科员

丁江波 怀宁县平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国文 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黄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吴 飞 黄山市黄山区扶贫开发局产业指导股股长，三

级主任科员

胡虹卉（女） 黟县碧阳镇丰梧村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

作队队长，黟县碧阳财政分局一级科员

何志强 祁门县祁山镇芳村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

祁门县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副主任

程晓阳 休宁县榆村乡藏溪村党支部副书记、扶贫工作

队副队长，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场规

范科科长

福建省

林占熺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

科学家

王绍据 宁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闽东日报社原总

编辑

王命瑞 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江场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临夏市委

常委、副市长（挂职），厦门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刘 斯（女）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第二初级中学教

科室副主任，厦门市信息学校教师

苏英顺 漳州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科科长

许仲岚 诏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李振生 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蓉中村党委书记

陈永春 安溪县扶贫办主任

王德礼 明溪县沙溪乡党委书记

郑开红 清流县聚宏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远由 泰宁县朱口镇王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洪 杰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陈立新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科科长

李 晔 仙芝科技（福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 静（女） 政和县星溪乡念山村第一书记，政和县住

建局乡建股股长

高允旺 顺昌县大历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

陈金堂 龙岩市新罗区苏坂镇党委书记

饶燕英（女） 武平县城厢镇政府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傅炳华 连城县扶贫办主任

钟杭星（畲族） 上杭县官庄畲族乡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李丹舟（女） 周宁县纯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林寿敬 古田县城东街道利洋村党支部书记

潘良镇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扶贫综合协调处处长

林 敏（女） 福建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三级主任科员

江西省

鲍峰庭 石城县委书记

陈峰云 赣州市赣县区茅店镇党委书记

李跃泉 兴国县高兴镇党委书记

廖竹生 宁都县梅江镇章坤设计工作室法定代表人

蒙 芳（女） 上犹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廖秀英（女） 瑞金市壬田镇凤岗村村民

潘昌荷 寻乌县项山乡福中村卫生计生服务室乡村医生

黄小勇 江西省铭鸿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武华 于都县扶贫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于都县政

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小林 瑞金市拔英乡党委书记

陈胜昌 会昌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

袁守根 信丰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退休）

钟勇晖 龙南市程龙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朱 薇（女） 大余县新城镇副镇长、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刘承俊 崇义县聂都乡人大主席

刘恒荣 全南县南迳镇马古塘村驻村第一书记，全南县

委办公室科员

谢名胜 赣州蓉江新区数据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 霖 赣州市章贡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

研员

巴庚明 吉安市扶贫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彭夏英（女） 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村民

王 佐 永新县教育体育局党工委书记、局长

段晓新 永新县怀忠镇党委书记

刘贺芳（女） 遂川县汤湖镇党委书记

方敏军 遂川县雩田镇村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吉安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宣教科副科长

邓兰云 江西省富晶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银 吉水县盘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义坚 江西红东垦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桂芳（女） 生前为横峰县姚家乡兰子畲族村驻村第

一书记，横峰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何党生 上饶市广信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登云 江西省鲜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俊（女） 玉山县四股桥乡山塘村原驻村第一书记，

玉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工商联党组书记

李 强 上饶市广丰区扶贫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欧建平 铅山县葛仙山乡巨龙双畈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陈东海 鄱阳县谢家滩镇三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

韩少波 余干县波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徐万年 修水县马坳镇黄溪村党总支书记

吴 应 谱 、樊 贞 子 夫 妇 吴应谱，生前为修水县复原乡

雅 洋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修 水 县 政 府 办 公 室 干 部 ；樊 贞 子

（女），生前为修水县大椿乡政府干部、结对帮扶干部

江和通 都昌县春桥乡党委书记

程扶摇 生前为修水县杭口镇扶贫专干，修水县杭口镇

杨坊村村委会主任助理

兰念瑛（女，畲族） 资溪县乌石镇新月畲族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谢远泰 丰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研究所所长

邓国凌 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严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李维正 上栗县长平人民教育奖励基金会终身名誉理事

长，上栗县长平乡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刘志强 莲花县扶贫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支月英（女） 奉新县澡下学校白洋教学点负责人

帅 江 铜鼓县永宁镇党委书记

应文伟 南昌县南新乡九联村驻村第一书记，南昌县农

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邹细保 新余市水北商会党委书记、会长

危有文 鹰潭市余江区马荃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罗晓敏（女） 乐平市鸬鹚乡龙口村驻村第一书记，景德

镇市人民检察院正科级检察员

鲍莉芸（女） 弋阳县葛溪乡雷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江西省妇联办公室副主任

刘旸瑒（女） 吉水县八都镇东坊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江西省教育厅督导办四级调研员

方建新 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范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江西省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叶维祝 井冈山市东上乡曲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江铜集团德兴铜矿地方工作部副部长

山东省

李洪文 济南市南部山区西营街道叶家坡村第一书记，

历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一级主任科员

窦宗君 青岛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昌法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第一书记，市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亓庆良 淄博市博山区源泉中心卫生院院长

王 慧（女） 枣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管理

科科长

万栋才 东营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王风华（女） 龙口市芦头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