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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波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

降 初（藏族） 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四川省扶贫开发

局党组书记、局长

程 举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资本项目管理处副处长

田睿明 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挂职），四川省委组织部

组织二处副处长

张 剑 四川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

王 俊 喜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挂职），四川省水产

局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

马 庚 乐山市金口河区曙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四川

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杨 强 昭觉县副县长（挂职），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

有限公司采购中心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

贵州省

杨锡勇 开阳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县扶贫开发中心

主任

雷鹏飞 清镇市流长乡油菜村第一书记，贵阳市委政法

委关爱中心后勤部部长

魏树旺 遵义市委书记

刘 强 遵义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王廷科 赤水市两河口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罗 睿 遵义市红花岗区政府办副主任

李 昕 习水县委办副主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县

生态移民局局长）

李 卓 凤冈县永和镇党湾村第一书记，遵义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项目服务中心主任

夏昌国 遵义市播州区尚嵇镇乌江村党总支书记

陈 力 湄潭县兴隆镇党委书记

申春雨（仡佬族）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办副主任，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陈仕丽（女） 仁怀新朝阳医院院长

冉 楷（土家族） 遵义市汇川区委办副主任，区扶贫开

发办公室主任

杨 畅 盘州市鸡场坪镇塘子边村第一书记，六盘水市

人民医院团委书记

杨 波（苗族）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第一书

记，区民宗局党组书记

王 赟（苗族） 六盘水市钟山区委书记

王 静（女） 六盘水市水城区新桥街道新业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高安勤（彝族） 六盘水市水城区陡箐镇石头寨村第一书

记，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聂德友 盘州市盘江天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盘州市盘关镇天富刺梨园区联村党委书记

王金涛 贵州二表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其勇 六盘水市钟山区青林乡扶贫工作站负责人

左文学 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党总支书记

王泽勇（苗族） 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第一书记，航空工

业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摩擦材料厂副厂长

肖正强（苗族） 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平元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

朱高学 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高田村党总支书记

张兴燚（女）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沙营镇纸厂村村委

会副主任

张厚学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大营镇大营村第一书

记，安顺市政府办公室人事科科长

吴秀实（苗族）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营运事业部

凯里中心职工

李仁兵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五星社区党支

部书记、迤那镇党委副书记

郭 锋 毕节市政府副秘书长、织金县委副书记（挂

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扶贫与社会服务部扶贫工作处

处长

杨 益（苗族） 织金县自强苗族乡大冲村党支部书记，

乡政府一级科员

詹 雯（女） 毕节市纳雍天河实验学校校长，广州市天

河区车陂小学校长

文永松（彝族） 赫章县委办副主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主任

万宽广 毕节市矿山救护队队长

张继丹（女，仡佬族） 纳雍县百兴镇科技文化服务中心

主任、扶贫特岗人员

刁朝贵 黔西县八块棉鞋加工坊负责人

胡钧溥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乡团结村党支部

书记，乡政府一级科员

肖明军 赫章县结构乡沙坝村第一书记，毕节市委组织

部人事科科长

李大奎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布依族乡松发村

第一书记，毕节市政府总值班室主任

张龙敏（女，苗族） 织金县熊家场镇白马村党支部书记

高 扬（彝族） 纳雍县猪场乡党委书记

罗 福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镇党委书记

蔡明臣 赫章县安乐溪乡党委书记

孙 磊 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核桃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杨天啸（侗族） 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党委委员、副

乡长，银川村党总支书记

罗 卫（女，彝族） 黔西县谷里镇党委书记

曹顺友（彝族）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布依族乡

龙滩村党支部书记

查颖冬 铜仁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苏州市政府党组

成员

王明礼（苗族） 思南县东升森林种养家庭农场场长

文伟红（土家族） 生前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

坪村第一书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

杨华祥 江口县委书记

王昭权（苗族）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四坳村

村民

张鲁黔（土家族）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高峰村第一

书记，铜仁市生态移民局督查专员

冷朝刚（苗族） 思南县塘头镇青杠坝村党支部书记

石丽平（女，苗族） 贵州省松桃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根毅（侗族） 铜仁市碧江区和平乡党委书记

甘馨方（女，苗族） 铜仁市就业局副局长

何秀刚（土家族） 德江县平原镇党委书记

罗焕楠（苗族） 铜仁市万山区丹都街道旺家社区党总支

书记

陈立群 台江县民族中学终身名誉校长、原校长

罗 强（苗族）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

龙开泉（侗族）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

主任

徐刘蔚 丹寨县委副书记、县长

姚水长（侗族） 凯里市旁海镇水寨村第一书记，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中队长

文 霞（女，布依族） 麻江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唐成兴 黄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孙兴红（侗族） 施秉县甘溪乡高碑村党支部书记

徐业霞（女，侗族） 天柱县石洞镇党委书记

陆永江（女，侗族） 黎平县彦婷手工刺绣坊总经理

殷学安（侗族） 从江县审计局农业环保和社会保障审计

股原股长（退休）

黄国锋（侗族） 榕江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

吴格娥（女，苗族）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生物与环

境工程系主任

胡炳文（苗族） 剑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杨承辉（水族）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党委书记，县中

和果蔬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

王华银 福泉市银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罗应和（苗族） 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文杰 贵定县盘江镇长江村第一书记，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委党校（黔南行政学院）讲师

王 辉（苗族） 荔波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长武（布依族） 平塘县甲茶镇团结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委会主任

高晓昀（女） 长顺县委书记

梁玉林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黄红缨（女） 贵州黄红缨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瓮

安鑫产园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建（布依族） 独山县麻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宋勇亮 罗甸县原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国投交通控

股有限公司高级业务经理

刘文新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田锦华（苗族） 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党支部副书记、村

委会主任

刘 洁（女） 册亨县委副书记

刘恭利（女，土家族） 望谟县乐旺镇坡头村第一书记，县

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雷 海（苗族）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治安警

察支队副支队长（主持工作）

王 瑜（布依族）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技术推广中心助理农艺师

罗 立（布依族） 普安县盘水街道大榜村第一书记，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救助科科长

令狐克渊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移民局移民发

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桂莲（女）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原名誉院长

（退休）

易小波 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三级主任科员

周 雯（女） 贵州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长

张 勇（土家族） 望谟县乐旺镇猫寨村第一书记，贵州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处一级主任科员

龙朝阳（苗族） 纳雍县委副书记（挂职），贵州省政府督

查一室主任、一级调研员

伏效平 正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贵州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规划财务处处长

左国辉 普安县南湖街道大湾村第一书记，贵州日报报

刊社视觉设计部主任

袁 博（女）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雄鹰村第

一书记，贵州省人民医院党委办公室机要科科长

田维荣（布依族） 纳雍县勺窝镇五一社区第一书记，贵

州省草地技术试验推广站质量检测科科长

韦 零（壮族） 贵州省水利厅烟水配套工程处副处长

余 伟 罗甸县木引镇木引村第一书记，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级调研员

张再杰 贵州财经大学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蒲朝新 剑河县柳川镇柳堡村驻村干部，贵州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轻工化工系学生管理科科长

陈 秋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学生管理科科长

张恒飞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猴场镇小湾村第一书

记，贵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分院副院长

陈 铭 普定县猴场乡仙马村第一书记，中国航发贵阳

发动设计研究所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周洪宁 石阡县坪山乡佛顶山村第一书记，中国银行贵

州省分行风险管理部督导

罗明元（侗族） 天柱县高酿镇上花村第一书记，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江县支行营业主管

张家相（白族） 六盘水市钟山区保华镇海螺村第一书

记，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钢制造管理部中心

理化室主管师

孙 健 台江县方召镇交汪村第一书记，贵州旅游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娄贵锋 赫章县罗州镇高山村第一书记，赫章康兴扶贫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云南省

王应刚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则黑乡党委书记

朱石祥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吴国良 生前为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汤丹镇中河村党支部书记

张进松 昆明市社会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

罗 雄 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党委书记

胡江辉（普米族） 昆明市东川区委书记

王秋婷（女） 生前为大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成 铖（彝族） 威信县三桃乡政府科员

吴长碧（女）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昭通彝良供电局党

支部副书记

范 雪 昭通市昭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胡发吕 巧家县马树镇小河塘村村委会副主任

韩 琪（女，回族） 永善县国有林场副场长，马楠乡党委

副书记（挂职）

甄兰芳（女，回族） 鲁甸县文屏镇小学校长

谭德才 永善县永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

表人

熊 梅（女，苗族） 盐津县盐井镇文兴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邓 冬 宣威市双河乡党委副书记（挂职）、驻村工作队

大队长兼梨树坪村第一书记，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曲靖宣

威供电局职工

许云华 曲靖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治润 罗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增山 生前为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乡沙坡笼村党总支

书记

陈 志 富源县委副书记、县长

林 盛 会泽县古城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赵小华 师宗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副主任

王瑞清（女）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

室副主任

苏正华 玉溪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规划和行业扶贫科科长

张银春 保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邵宗智 龙陵县龙山镇杨梅山村党总支书记

段定华 生前为施甸县何元乡莽王村党总支书记

郭彩廷 生前为腾冲市猴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业务负

责人

李文芝（女，彝族） 生前为武定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

导员

李春剑（彝族） 南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罗文慧（彝族） 楚雄彝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罗星伟 武定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耿荣贵（彝族） 大姚县铁锁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王然玄（彝族） 元阳县新街镇党委副书记（挂职），共青

团元阳县委副书记

许海清 石屏县异龙镇阿希者村党总支书记

李 涛（哈尼族） 绿春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平

河镇大头村拉祜寨临时党支部组织委员

李兴也（壮族） 屏边苗族自治县湾塘乡党委书记

陈红武 泸西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晋洪江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委书记

黄 振（哈尼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

室政策法规科科长

王敦伟（壮族） 马关县雅登博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韦 明（壮族） 富宁县花甲乡党委书记

卢安魁（壮族） 砚山县阿猛镇阿基村委会阿基大寨村小

组村民

李太学（壮族） 砚山县蚌峨乡六掌村党总支书记

李华明 西畴县西洒镇龙泉村委会岩头村小组党支部书

记、村小组长

郑 锦 广南县委副书记

蒙仕珍（女，瑶族） 麻栗坡县天保镇小寨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刘 松（傣族）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磨黑镇团结村党

总支书记

李德顺（彝族）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泗南江镇干坝村驻村

第一书记，云南省普洱供电局党建部副主任

杨 宇（女） 普洱市副市长，西盟县委书记

杨中兴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委书记

张艳兰（女）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

室副主任

周亚玲（女，傣族） 景谷康鸿西番莲种植户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罗永才（哈尼族） 勐腊县勐腊镇补蚌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罗志华（拉祜族） 勐海县畜牧兽医站高级兽医师

吉向阳（彝族） 南涧彝族自治县委书记

刘 平 生前为祥云县普淜镇杨家屋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李连映 弥渡县德苴乡党委书记

李德琦（白族） 大理白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杨吉昆（白族） 洱源县牛街乡福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杨福才（彝族） 剑川县老君山镇新和村村民

赵神贵（白族） 云龙县政府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杨善斌 芒市副市长，芒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梁昌才（阿昌族）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党委书记

谢良忠（傈僳族）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乡美乐村党总

支书记

魏高明 永胜县委副书记（挂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办

公室主任、处长

王世荣（独龙族）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巴坡

村党总支书记

杨永胜 泸水市称杆乡乡长

和文宝（白族） 福贡县鹿马登乡党委书记

和银光（傈僳族）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中排乡大宗村

第一书记

扎史尼玛（藏族） 生前为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维登乡新华

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职工

李光明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党委书记

赵志磊（白族） 德钦县委副书记

蔡永鑫（藏族）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党委书记

毕起美（女，彝族）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忙糯乡邦界村原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临沧市临翔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本菊（女） 临沧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三级调

研员

李忠玉（女） 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街道中山村第一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临翔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杨世荣 云县爱华镇大树村党支部书记

杨志厅 沧源佤族自治县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罗宇鹏（白族） 生前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大兴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

王思泽 云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夭可婕（女，彝族） 云南省民政厅一级主任科员

龙建平（独龙族） 怒江公路局贡山分局独龙江公路管理

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宁德鲁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总站站长

尼章光（白族）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

研究所四级研究员

吕光寿 云南省扶贫信息中心七级职员

吕志雄 云南省教育厅督导室主任

孙富文 云南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云南省工程咨

询中心）主任

杜 敏（女，白族）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办公室一级

主任科员

李 寿（白族） 永平县杉阳镇松坡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一级主

任科员

李卫东 云南省文明办创建处处长

李韦奇 云南省公安厅一级主任科员

李定海（白族） 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云漫智

慧公司副总经理

李闻纹（傈僳族） 云南银保监局城市银行监管处科长

杨子生（白族） 云南财经大学精准扶贫与发展研究院院

长、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正海（哈尼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普洱市分行会计员

吴本林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革和规划发

展处二级调研员

沈建华（女）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住户监测处处长

张玉芸（女）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

科员

张建国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临沧边境管理支队勐

捧边境派出所副所长

罗 猛 审计署昆明办农业审计处处长

和晓宏（傈僳族） 生前为中国电信怒江分公司扶贫办副

主任

郑 重 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长水机场海关二级主办

娄 煜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名城处四级主任

科员

姚葳蕤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副书记

都 吉（藏族） 德钦县羊拉乡甲功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中国铜业云南迪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健

康部副经理

夏 敏（女） 中国民主建国会云南省委员会组织部一级

主任科员

徐 波 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长

徐以民 云南省纪委监委国际合作室副主任

崔茂乔 云南大学扶贫办主任

蒋仕祥 国家税务总局昭通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程 坤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易地扶贫搬迁处

处长

西藏自治区

达娃桑珠（藏族） 生前为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

组成员、副主任

尼玛扎西（ 藏族） 生前为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党组副

书记、院长

李有平 日喀则市政协副主席，昂仁县委书记

达 瓦（藏族） 类乌齐县委书记

卓 嘎（女，藏族） 尼玛县甲谷乡驻村工作队总领队兼

东隆村工作队队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公室副

主任

何 珍（女）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计划财务处

处长

旺 玖（藏族）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二级

调研员

尼玛旺久（藏族）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处一级调

研员

罗桑次仁（藏族）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

设处处长

刘 忠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

处长

张 鑫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务审计处副

处长

徐伍达（彝族）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

次仁顿珠（藏族） 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督查室驻那曲

市申扎县塔尔玛乡杂日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王宛东 西藏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级

主任科员

陈晓燕（女）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处秘书科

科长

罗 杨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信息技术应用处驻日

喀则市拉孜县柳乡西嘎村第一书记

饶文斌 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法规处三级主任科员

强巴次仁（门巴族） 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宫

保卫科副科长

谭曲坚才（藏族） 西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

业处四级主任科员

罗布顿珠（藏族） 那曲市聂荣县聂荣镇 8村原驻村工作

队副队长兼第一书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

区分公司经办

扎 塔（藏族） 西藏金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玛玉珍（女，藏族） 拉萨市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德 吉（女，藏族） 拉萨市尼木县自然资源局派驻尼木

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车厘子种植负责人

马继梁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副校长

阿旺次仁（藏族） 拉萨市文创园区同心苑社区党支部

书记

索朗加措（藏族） 拉萨市墨竹工卡直孔噶瑕农畜产品工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 政 吉隆县委常委、副县长

拉巴次仁（藏族） 萨迦县雄玛乡德布热惠民藏鸡养殖有

限公司董事长

扎桑罗布（藏族） 日喀则市聂拉木县琐作乡查益村原第

一书记，聂拉木县口岸人民医院副院长

石 旺（藏族） 仲巴县帕羊镇聂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南木珍（女，藏族） 仁布县康雄乡亚德细褐羊毛织品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旦增称来（藏族） 江孜县年堆乡尼玛藏式卡垫加工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吾金旦增（藏族） 洛扎县扎日乡卫生院副院长

布琼啦（藏族） 山南市曲松县曲松镇措堆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曲松镇政府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巴 珠（藏族） 山南市永创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巴 桑（藏族） 山南市民族藏帖尔手工业残疾人福利有

限公司总经理

卫士春 生前为山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技师工

张晋宇 林芝市政府副秘书长，林芝市脱贫攻坚指挥部

督导考核组组长

李云海 林芝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产业脱贫组成员，林芝

市旅游发展局三级主任科员

尼 玛（藏族） 米林县米林镇红太阳科技示范家庭农场

场长

拉 姆（女，藏族） 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拉姆残障缝纫友

谊合作社理事长

云登加措（藏族） 工布江达县朱拉松茸加工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赤列旺堆（藏族） 昌都市八宿县林卡乡冷宜村第一书

记，八宿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易地搬迁组副组长

加央措成（藏族） 昌都市类乌齐县达多阳光建筑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廖俊龙 昌都市委组织部组织编制史志编纂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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