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9 要 闻
（上接第八版）

胡红军 新丰县马头镇桐木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

作队队长，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陈长发（苗族） 化州市中垌镇公居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

贫工作队队长，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三茂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永标 乐昌市长来镇和村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原队员，

广东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黄文学（土家族） 罗定市加益镇合江村驻村第一书记

兼扶贫工作队队长，广东省公安厅政治部机关工会办公室

主任

韩浩霖 广东省民政厅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

岑宇铿 五华县棉洋镇竹坑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广州交通投资集团广州交投实业有限公司服务区筹

备组组长

陈少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公安局副局长（挂

职），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正科级警官

赖国明 茂名市高新区七迳镇张屋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

贫工作队队长，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杨龙年（女） 翁源县扶贫办扶贫开发规划指导股负责

人，翁源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彭松柏 始兴县司前镇黄沙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东莞市沙田镇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

黄陈强 河源市扶贫工作局扶贫开发指导科科长

罗文干 和平县长塘镇秀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

林健华 龙门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龙门县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张立业 海丰县赤坑镇大化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尾城区供电局总经理

冯帮邢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扶贫科科长

陈永利 阳西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股原负责人，阳江

市阳西总医院党委办副主任

许保文 雷州市白沙镇符处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湛江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科长

汤旭希 吴川市黄坡镇稳村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湛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

张伟华 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架炮村驻村第一书记兼

扶贫工作队队长，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特警大队行政

综合中队三级警长

黄 捷 广宁县宾亨镇党委书记

刘晓林 德庆县凤村镇新生、棠下、禄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肇庆市妇女联合会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

黄智勇 连州市瑶安乡大营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

队队长，清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七大队教导员

徐自由 英德市石灰铺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副主任、扶贫

办主任

黄燕生 饶平县委农办、县扶贫办常务副主任

罗永辉 揭阳市揭东区龙尾镇新丰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

贫工作队队长，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四级主任科员

邓水强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庆丰村原驻村第一书记、

都杨镇降面村原扶贫队队长，国家税务总局云浮市税务局督

察内审科副科长

梁福慧 新兴县天堂镇党委书记

应若素（女） 贵州省毕节市第三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艾

滋病科主任（挂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隔离病

区负责人

王甘露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人民医院院长（挂

职），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党办主任兼普外二区副主任

黄俊辉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健章 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

主任

许应裘 广州凯源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佩 唐 陆 河 县 河 田 镇 布 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任

林德全 广宁县北市镇国光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中

山市坦洲镇城管住建和农业农村局政府雇员

李统伟 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狮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陈楚卿（女） 惠来县葵潭镇政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杨国强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吴朝晖 南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隆安县委

书记

刘宗晓 南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南宁市

政府副秘书长（兼）

毛 鑫（女，瑶族） 马山县加方乡龙开村驻村第一书记，

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协调指导局副局长

覃翠东（壮族） 马山县古零镇党委书记

黄 谦（壮族） 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

苏秀清（女） 广西金福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运升（壮族） 南宁市邕宁区远升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董事长兼会长

韦忠勇 上林县白圩镇光华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蓝标河（瑶族） 生前为融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广

西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监测统计处处长

杨 宁（女，苗族） 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龙秀昌（侗族） 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归东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赖园园（女，壮族） 广西融安桔乡里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

荣 城（侗族） 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大新村驻村第一

书记，柳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汤庆秋 永福县广福乡党委书记

莫燕武（女） 荔浦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蒋雅婧（女） 共青团全州县委员会一级科员

莫丽萍（女） 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赵进忠（瑶族） 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崇岭村党支部

书记

唐 莉（女） 平乐县张家镇老埠村驻村第一书记，平乐

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队长

覃硕涌 梧州市万秀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周亚仙（女）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黄美芳（女，壮族） 藤县象棋镇甘村村驻村第一书记，藤

县红十字会四级主任科员

祝雪兰（女，瑶族） 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

廖木森 岑溪市安平镇中庆村村民

陈坤盛 合浦县西场镇党委书记

张 晖 东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陈 亮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罗旺彬 灵山县陆屋镇申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国家税务

总局灵山县税务局信息中心干部

邓智勇 浦北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兼），浦

北县手工业联社主任

黄玉娟（女） 贵港市扶贫和水库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贵港市委副秘书长（兼）

郑崇杰 桂平市南木镇龙门村驻村第一书记，桂平西山

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广西桂平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项目

办副主任

韦武浩（壮族）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党委书记

黄健文（壮族） 贵港市覃塘区扶贫和水库移民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

刘入源 广西博白县桂源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新文 生前为博白县顿谷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

陈绍平 玉林市福绵区沙田镇六龙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袁业华（女） 兴业县葵阳镇新荣村村民

邱文源 玉林市财政预算绩效考评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黄郅钧 陆川县平乐镇石村村驻村第一书记，陆川县委

组织部四级主任科员

周异决（壮族） 百色市委副书记、市长

罗加攀（壮族） 百色市司法局党组书记，百色市水库和

扶贫易地安置管理局局长

莫文珍（壮族） 百色市田阳区那坡镇尚兴村村民

齐书亚 百色市右江区泮水乡驮安村驻村第一书记，百

色市右江区林业局总工程师

刘德磊（壮族） 田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罗志梅（女，壮族） 百色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

主任

黄超种（壮族） 百色市田阳区那满镇党委书记

张 华 生前为靖西市安宁乡汤亮村驻村第一书记，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副调研员

许艺兰（女，壮族） 那坡县龙合镇定业村驻村第一书记，

那坡县林业局党组书记

杨 洋（女） 凌云县泗城镇上蒙村驻村第一书记，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江 见 田林县高龙乡新寨村驻村第一书记，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王应德 隆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岩场村党支部书记

杨光照（壮族） 西林县西林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王万传 广西万升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其智 钟山县公安镇廖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邱 晨 昭平县昭平镇福登村驻村第一书记，昭平县委

办公室综合二股股长

左俊杰 华润电力（贺州）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

华润电力东北大区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陈家坛 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唐云舒（瑶族） 河池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 革（女，壮族） 河池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河池市政府副秘书长（兼）

覃家旺（壮族） 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黄景教（壮族） 生前为都安瑶族自治县拉烈镇地平村驻

村第一书记，都安瑶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副

主任

林 杰 广西都安嘉豪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 政（壮族） 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纳村原驻村第

一书记，大化瑶族自治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站站长

卢炳胜（壮族） 河池市宜州区福龙瑶族乡党委书记

韦体忠（壮族） 凤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凤山县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主任

莫新庄（壮族）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

郭孟德（壮族） 天峨县岜暮乡板么村驻村第一书记，天

峨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

韦木调（壮族） 河池市金城江区东江镇里仁村党支部

书记

王英荣（瑶族） 东兰县兰木乡央佑村村民

吴德勤（壮族）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善乡乔本村村民

周南方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汪云贵（女，瑶族） 广西金秀六段瑶寨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

莫秋明（苗族） 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大岭村驻村第一

书记，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

韦贵康（壮族） 合山市桂盛养兔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陆原荣（壮族） 武宣县禄新镇上堂村村民

石支宇（壮族） 忻城县古蓬镇古蓬社区居委会主任

李远强 凭祥市上石镇板旺村驻村第一书记，崇左市委

政法委维稳指导科科长

黄一碧（壮族） 宁明县委副书记、县长

黎明华（壮族） 宁明县峙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黄耀旋（壮族） 龙州县下冻镇峡岗村原党总支副书记、

村委会副主任，峡岗村村民

潘 孟（壮族） 大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言志军（壮族） 广西新振锰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玉 静（女，壮族） 龙州县上龙乡党委书记

陈立彩（女，壮族） 崇左市江州区江州镇板备村岜牟屯

党支部书记

蒋家柏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

吴桂彬（回族） 忻城县红渡镇六纳村驻村第一书记，广

西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干部

韦春梅（女，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农村水利水

电处一级主任科员

林良胜（壮族） 百色市田阳区五村镇巴某村驻村第一书

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值班处副处长

陶树记（壮族） 宾阳县洋桥镇凌达村村民

廖雪芳（女） 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科一级

主任科员

韦 克（瑶族） 都安瑶族自治县东庙乡安宁村党支部

书记

莫翠芳（女） 阳朔县普益乡党委书记

海南省

吴 优 海口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小锋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工作委员会那受村党支部书

记、第一书记，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杜卫红 儋州市木棠镇薛宅村第一书记，国家税务总局

儋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四级高级主办

李寒丁 琼海市长坡镇礼昌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

长，琼海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协调室主任

林 鹏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业平（黎族） 万宁市长丰镇边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符乃贤 东方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罗新增 五指山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中海石油气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干部

李 锋 五指山市毛阳镇党委书记

张国辉（黎族） 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党委书记

王 姑（女） 澄迈县扶贫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赵未 临高县扶贫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颂娇（女） 临高县波莲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秦遵帅 定安县雷鸣镇政府扶贫办主任

吴万祯 生前为屯昌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 雷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党委书记

陈启贞（黎族） 昌江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主任

黄照儒（黎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乡党委书记

石雄孙（黎族） 生前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乡南春

村党支部副书记

王华宁（黎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员

刘 蔚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

邱瑞麟（黎族）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政府扶贫专干

吴慕君 海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易伟鹏 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农艺师

刘小俊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就业指导处处长

余兰海 海南省学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学生资

助管理科科长

黄 欣（女）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科员

苏 乾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

处长

吴祥跃 海南省水务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副处长

吴 俊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督查考核处一级主任

科员

重庆市

罗显清（女） 万州区郭村镇集庆玩具服装制衣厂厂长

傅飞丁 万州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王贞六 黔江区黑溪镇胜地社区村民

刘 昶 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安主管

杨云刚 北碚区印光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黄 志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党总支书记

梁正勇 巴南区东温泉镇扶贫办专职副主任

谢向红 长寿区江南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孟 玲（女） 江津区西湖镇扶贫开发中心负责人，镇团

委书记

陈国强 綦江区石壕镇扶贫办主任，镇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

马庆海 大足区宝顶镇铁马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三级高级书记员

魏德惠（女） 璧山区健龙镇小河村村民

赵安福 铜梁区水口镇树荫村党支部书记

薛奉军 开州区大进镇驻镇工作队副队长兼联络员，重

庆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

熊尚兵 开州区长沙镇齐圣村党委书记

张志中 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党总支书记

杨 懿 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市司

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永红 重庆市武隆区传宏土特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瑞月（女） 城口县北屏乡财政办工作人员

付体碧（女） 丰都县十直镇秦榜沟村村民

夏 强 生前为垫江县裴兴镇高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垫江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县职工服务（帮扶）中心

主任

杨 骅 生前为忠县金鸡镇傅坝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原忠县安监局办公室副主任

张 波 云阳县交通局党委委员，县交通运行监测与应

急调度中心主任

唐 华 奉节县平安乡驻乡工作队队员，太极集团有限

公司太极天驴公司质管部副经理

向城钢 奉节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奉节县委办公室

副主任

杨树海 奉节县委书记

严克美（女） 巫山县双龙镇副镇长

李春奎 巫山县委书记

刘吉振 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市

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科研人员

匡后明 巫溪县中梁乡石锣村党支部书记

谭治康 巫溪县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科负责人

谭雪峰（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常委，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中益乡党委书记

白天树（土家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川河盖蜜蜂养

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田茂友（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可大乡客寨村

村民

王祖勋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义乡驻乡工作队常务

副队长，重庆市能源局副局长

邵红二（苗族）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润溪乡莲花寺村

党支部书记

周冬勤（女） 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熊 亮 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考核评估处处长

颜 安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廖和平（女） 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评估研究中

心主任

魏宗平 新疆宏博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共青团

重庆市委驻新疆工作委员会书记

四川省

袁 莉（女） 石渠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挂职），成都市金

牛区中医医院手术室护士长

蒋青淞 简阳市石钟镇火烧庙村第一书记，简阳市纪委

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曾道群（女） 自贡市沿滩区联络镇高滩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姜 萌（女） 攀枝花市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主任

李万忠 古蔺县委书记

梅 猛 古蔺县二郎镇党委书记

李 镠 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陈 宇 泸州市扶贫移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曾 奎 泸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毛文华 德阳市委副秘书长，德阳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

记、局长

唐克斌 德阳市旌阳区扶贫开发局局长

李光辉（羌族） 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丁 猛 三台县石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赵海伶（女） 青川海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李 君 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

曹加伦 旺苍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玉全 广元市利州区白朝乡党委书记

罗永茂 剑阁县普安镇党委书记

蒋乙嘉 蓬溪县拱市联村党委书记

蒋和平 射洪市香山镇党委书记

刘忠明 威远县严陵镇党委书记

的莫鸽鸽（女，彝族） 乐山市金口河区司法局四级调

研员

师玉容（女） 沐川县高笋乡党委书记

乔进双梅（女，彝族） 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陈建清（女） 蓬安县兴旺镇三青沟村党支部书记

何 为 仪陇县新政镇安溪潮农村社区驻村工作队队

员，南充市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马家斌 南充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充市扶贫开发局党组

书记、局长

曹 榆 南充市财政局政府债务管理科科长

郑 程 南充市高坪区阙家镇党委书记

张晋铭 生前为阆中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杨 勇 珙县政府党组成员，珙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文兴培 屏山县政府党组成员，屏山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张 闻 理塘县木拉镇党委副书记（挂职），四川省宜宾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文秘、扶贫主管

汤庭兰（女） 筠连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

文 龙 广安市扶贫开发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李金松 广安市前锋区观塘镇三台村第一书记，前锋区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管理九级职员

罗红云 岳池县顾县镇党委书记

蒋清裕 邻水县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荣华 渠县定远镇团寨村第一书记，达州市委组织部

党员教育宣传中心副主任

李美文 万源市大沙镇桂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达州市

政府办公室离退休人员管理科科长

屈德胜 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鸡坪村（原大坪村）第一书

记，宣汉县畜禽繁育改良站副站长

符代富 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党委书记

陈明国 达州市达川区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

杜权军 大竹县委副书记

李 皓 开江县任市镇党委书记

王 伟 巴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巴中市扶贫开发局党组

书记、局长

张 炜 通江县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温青山 平昌县白衣镇党委书记

陈 坤 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马鞍山村第一书记，巴

中市恩阳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吴 娉（女）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大湾村第一书

记，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副乡长

付志洪 洪雅县中山镇前锋村党支部书记

毛 波 安岳县李家镇瓦窑村第一书记，安岳县医疗保

障事务中心副主任

陈望慧（女，藏族） 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小

金县夹金山清多香野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 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

措斯基（女，藏族） 阿坝县洛尔达乡学尔沟村原帮扶干

部，阿坝县委机关委员会书记

殷启雄（羌族） 松潘县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张 飞 小金县甘家沟村第一书记，小金县美兴镇委宣

传委员

徐 俊 金川县独松乡嘎伍岭村第一书记，四川青神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何有信（羌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六月红花椒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煜民 壤塘县交通运输局原副局长、吾依乡原党委副

书记、吾依村原党支部副书记（挂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

水运规划处干部

郭 蕾（女，满族）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妇产科援

助专家，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肖友才（藏族） 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

王 潇 石渠县德荣马乡党委副书记兼扎马村驻村队员，

成都市金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综合科副科长

何建新（藏族） 巴塘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李 丹（女，藏族） 稻城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叶建明（藏族） 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三垭镇副镇长

扎西罗布（藏族） 道孚县委常委

刘成忠 乡城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副局长

徐道明 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

其麦仁真（藏族） 白玉县赠科乡八垭村集体经济组织负

责人

耿福能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 伟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委 副 书 记 ，州 直 机 关 工 委

书记

罗雅宏（彝族） 金阳县副县长

卓文宪 雷波县委副书记（挂职），四川省纪委监委驻四

川省科技厅纪检监察组综合处处长

徐 航 昭觉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佛山市禅城区委

常委、二级调研员

达久乌萨（彝族） 金阳县依达乡党委书记

贾 勇 普格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小兵（彝族） 喜德县光明镇阿吼村第一书记，国网喜

德县供电公司党建部副主任

杨卓玛（女，藏族） 美姑县瓦古乡瓦以村第一书记，合江

县石龙镇顺江小学教师

曹 宇（女） 布拖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内江市第

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左 凯 越西县申普乡果吉村综合帮扶队队员，蒲江县

农业农村局朝阳湖畜牧站站长

贾巴伍各（彝族） 生前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公安局

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

王 正（女） 四川省以工代赈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吕秀兰（女）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

王彦军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干部

杨登全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扶贫办专职副主任

安士龙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干部

胡厚池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马 进 四川省玉溪河灌区管理局工程师

朱允慎 越西县副县长（挂职），四川省商务厅国际合作

产业推进处副处长

（下转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