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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增贡布（藏族） 芒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吕元香（女） 贡觉县民政局局长

赤来塔吉（藏族） 那曲市色尼区委副书记、区长，色尼

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

吕中原 那曲市脱贫攻坚指挥部教育脱贫组成员，市教

育局高级教师

扎 巴（藏族） 双湖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扎西央金（女，藏族） 那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科

副科长

巴桑次仁（藏族） 嘉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嘉黎县麦

地卡乡党委书记

索南杰布（藏族） 班戈县保吉乡党委书记

达娃平措（藏族） 阿里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群 培（藏族） 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站副

站长

米 普（女，藏族） 普兰县巴嘎乡政府扶贫专干

平措旺堆（藏族） 改则县麻米乡茶措村党支部书记

扎西多布杰（藏族） 札达县托林镇托林居民委员会党

支部书记

陕西省

张友社 西安市委副秘书长，西安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

李安济 周至县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常 淳 西安市鄠邑区蒋村街道办事处柳泉口村驻村

第一书记，西安市法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

张伟峰 西安市长安区引镇街道办事处扶贫开发办公

室负责人

崔省强 宝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砚昭 扶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武发 麟游县委副书记、县长

邰晓龙 凤翔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李瑞宁（女） 岐山县蔡家坡镇五丈原村驻村第一书记

兼工作队队长，岐山县住建局蔡家坡房地产管理所副所长

齐 峰 陕西齐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侯 军 凤县平木镇西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凤县政府办

公室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柴智强 宝鸡市金台区硖石镇高家湾村驻村第一书记，

宝鸡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会主席

刘建华 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邵家山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程建国 咸阳市副市长

王 飞 永寿县委副书记、县长

史耀东 咸阳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姜西武 长武县洪家镇姜曹村村民、村级电子商务负

责人

许超莹（女） 乾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卢效平 陕西亿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乾县 礼泉县骏马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天丰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湖北 陕西三原星火养羊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 伟 宜君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宜君县

常务副县长

任 帅 铜川市耀州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区扶贫开发局局长

路 程 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

陈炉镇党委书记

李县平 合阳县委书记

郭智强 渭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正县级督查专员

秦 智 渭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和财务管理

科科长

李诗颖（女） 渭南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

马军辉 富平县齐村镇桥西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

队长，渭南市民政局福利院膳食科副科长

刚 涛 渭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科长

王宝印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成云浪 澄城县冯原镇马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袁 博 潼关县扶贫信息监测中心主任

翟荔学 大荔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卜晓军 韩城市水务局水资源与供水科科长

朱东平 延安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卫关钰 延长县安沟镇党委书记

野根利 延安市安塞区化子坪镇党委书记

崔院强 甘泉县石门镇魏家沟村驻村第一书记，甘泉县

水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干部

付凡平（女） 宜川县蒙恩农产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马秀岚（女） 榆林市副市长

贺文元 榆林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 寒 米脂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亚功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 军 府谷县赵五家湾便民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苏 丽（女） 佳县乌镇刘家峁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榆林

市公安局正科级侦察员

贺建强 佳县通镇向阳湾村党支部书记

高晨翔 子洲县周家硷镇董家圪崂村驻村第一书记，榆

林市政府会议管理中心干部

康虎生 汉中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自宝 勉县新铺镇余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马维钦 镇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高 波 佛坪县副县长（挂职），中央网信办财务局审计

处处长

余 剑 生前为佛坪县岳坝镇草林村驻村第一书记，县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李万春 汉中市南郑区水产工作站站长

代 芳（女） 城固县双溪镇副镇长

周 峰 洋县龙亭镇党委书记

张顺喜 洋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武轩羽 西乡县子午镇七星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汉中

市烟草公司西乡县分公司科员

崔 涛 勉县移民（脱贫）搬迁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何天华 宁强县大安镇党委书记

王日新 白河县委副书记

田 辉 镇坪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刘堂余 安康市汉滨区流水镇良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李成全 汉阴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郑玉龙 宁陕县广货街镇和平村驻村第一书记，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护卫大队党支部书记

哈红黎（回族） 紫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

伍先忠 岚皋县蔺河镇蒋家关村党支部书记

王青山 平利县长安镇金沙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平利

县水利局干部

覃 涛 镇坪县牛头店镇白珠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镇坪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

向 飞 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河镇

镇长

王善武 石泉县委办公室主任

曹文平 安康市扶贫开发局政办科科长

廖安渝 安康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创业就业服务科

科长

张轩颐（女） 安康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副科长

罗存成 商洛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 强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市移民办）副主任

王金良 商洛市商州区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建国 洛南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叶朝军 丹凤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沈稳国 商南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郭有锋 山阳县扶贫开发局信息监测中心主任

蒋维杰 镇安县云盖寺镇党委书记

史高纯 柞水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 凯 商洛市农业农村局产改办主任

张英锋 商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办主任兼健康扶

贫办主任

甘肃省

任燕顺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秉诚 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科长

汪爱文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保卫处处长、帮扶办主任

王 刚 庆城县委副书记（挂职），甘肃省人社厅社会保

险基金监督处处长

马聪慧（回族） 天水市麦积区五龙镇大窑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老干部处

副处长

朱森平 秦安县五营镇蔡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甘肃省文物局三级调研员

韩 鑫 甘肃省委组织部信息化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志强 环县车道镇苦水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陇原公司天水物探测

量处副经理

杨立群 生前为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项

目管理部主任

史 隆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主任

李 平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会帮扶办公室主任

王文全 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平生 宕昌县委书记

曹 勇 西和县委书记

杨 勤 礼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江林 宕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富生 西和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谢文元 陇南市武都区蒲池乡党委书记

何迎军 文县口头坝乡党委书记

雍维艺 康县阳坝镇党委书记

赵小宁 成县王磨镇原党委书记

田国权 徽县水阳镇党委书记

宋福如 甘肃民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玉红（女） 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高 明 礼县桥头镇党委书记

赵廷林（东乡族） 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广河县委

书记

张 卓 临夏回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马秀兰（女，回族） 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常委，东乡族

自治县委书记

段学魁 临夏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鲁鸿宙 临夏百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马永忠（东乡族） 广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马占山（回族）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扶

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小兰（女） 和政县新庄乡将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郭小玲（女） 康乐县扶贫开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昌波 甘肃省以工代赈易地搬迁办公室二级主任

科员

刘鹏武（藏族） 舟曲县曲告纳镇党委书记

纳卓东珠（藏族） 卓尼县阿子滩镇原党委书记，卓尼县

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刚加西（藏族） 迭部县洛大镇黑扎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斗格才让（藏族） 碌曲县西仓镇贡去乎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郝广平 临潭县洮滨镇上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甘南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四

级职员

唐晓明 定西市委书记

姚明东 定西市政府副秘书长，定西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

鲁 泽 陇西县委书记

李幸泽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长军 通渭县榜罗镇党委书记

常海增 通渭常家河福兴德农牧林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恒昌 陇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龚志荣 临洮县太石镇三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胜安 渭源县委副书记（挂职），原国务院扶贫办规划

财务司专项处处长

李晓梅（女） 甘肃田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明 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包永全 岷县方正草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霍定明 天水市麦积区委副书记

邵海云（女） 天水市麦积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小军 秦安县西川镇党委书记

马筱宁（回族）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李 毅（回族）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局长

柴永生 天水市秦州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维林 甘谷县腾达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

董西成 武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冯小明（女） 清水县土门镇梁山村党支部书记

郭鹏宇 天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杨双六 天水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主任

吴 健 甘谷县委副书记、县长

郭娜娜（女） 天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张 华 甘肃中盛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侯志强 镇原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小兵 环县曲子镇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户 锋 华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大勇 合水县委政法委科员

高亚丽（女） 镇原县方山乡党委书记

白兴时 环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肖正川 庆城县金诚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景春 静宁县委副书记、县长

程 强 泾川县旭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姚军福 灵台县上良镇北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卜鹏洲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分公司精准扶贫办公室

主任

岳彩霞（女） 华亭市河西镇仿真花加工扶贫车间负

责人

崔江鸿 静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小平 泾川县王村镇党委书记

王有泉 永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国福 榆中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苏 君（女） 白银市委书记

闫志雄 白银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符 浩 白银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副主任

马宏江 会宁县大沟镇党委书记

吴德民 靖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吴志明 白银市白银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柳 鹏 武威市委书记

李 鹏 天祝藏族自治县委书记

胡丛斌 古浪县黄花滩绿洲生态移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党委书记

刘羽桐（女） 甘肃远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斌 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上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马志祥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彦东 瓜州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寿鹏 永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永昌县扶贫开发办

公室副主任

青海省

牛得海（土族） 达日县委书记

相世恩 青海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

王晓莉（女）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

胡秦洁（女，藏族） 青海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一级主任科员

柏章荣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牧业区划遥感中心干部

王晓娟（女） 青海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一级主任科员

王海久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

胡进胜（女） 西宁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郭晓荣 囊谦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何多明 乐都区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尹 君 乌兰县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久先太（藏族） 兴海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柴春林 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 敏（女）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才科杰（女，藏族） 贵南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启峰（蒙古族） 海晏县委常委、副县长

多 巴（藏族）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乡党委书记

扎 洛（藏族） 同德县唐谷镇党委书记

尼玛扎西（藏族） 杂多县萨呼腾镇党委副书记

马 兰（女） 曲麻莱县秋智乡党委书记

旦 正（藏族） 甘德县江千乡致富带头人

华格加（藏族） 共和县倒淌河镇拉乙亥麻村党支部书记

苏晓莉（女，回族） 青海素隆姑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

莫龙刚 都兰县热水乡副乡长

刘文慧 湟源县巴燕乡下胡丹村第一书记，湟源县巴燕

乡党委副书记

宋朝辉 湟源县大华镇巴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青海省

财政厅投资评审中心综合部部长

杨建民 湟中区田家寨镇拉尕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西宁

市委网信办职员

李玉兰（女）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隆治乡桥头村第一

书记，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原管理七级职员（退休）

马锁安（藏族） 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哇麻村原第一

书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王斌云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庄乡台集村第一书记，

海东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

祁之鹏 都兰县香日德镇幸福村第一书记，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农牧局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副局长

呼晓齐（蒙古族） 乌兰县柯柯镇东沙沟村驻村工作队

队员，共青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三级主任科员

项 秀（藏族） 贵南县茫曲镇那然村第一书记，贵南县

委党校副校长

郭延照 兴海县曲什安镇大米滩村第一书记，兴海县新

农村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程 伟 贵德县尕让乡阿言麦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海南

藏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站高级工程师

牛生有 海晏县金滩乡东达村党支部书记

张晓君（回族） 门源回族自治县西滩乡簸箕湾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门源回族自治县委党校助理讲师

弋肖锋（藏族） 生前为玉树市下拉秀镇苏鲁村第一书

记，玉树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安万扎美（藏族） 囊谦县香达镇大桥村党支部书记

玉 成（藏族） 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第一书记，青海省

长江源园区管委会治多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

局长

多杰才旦（藏族） 久治县门堂乡门堂村第一书记，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果洛分公司综合部职员

官 却（藏族） 玛沁县拉加镇赞根村党支部书记

扎西闹吾（藏族） 玛沁县下大武乡年扎村第一书记，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支行行长

俄 多（藏族） 泽库县宁秀镇拉格日村党支部书记

尕玛德青（藏族） 同仁市双朋西乡环主村第一书记，黄

南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

姜继琴（女） 银川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谢 刚 灵武市郝家桥镇党委书记

陈立新 贺兰县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张小莉（女） 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副书记、主任

任月英（女） 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科科长

倪 萍（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新民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蒋文军 吴忠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 锋 盐池县惠安堡镇狼布掌村党支部书记

郭 状 盐池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管

理中心干部

丁建华（回族） 同心县河西镇旱天岭村党总支书记

吕振中 吴忠市红寺堡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白占玉（回族）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金晓萍（女，回族） 吴忠市利通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

任（挂职），吴忠市利通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赵忠宏 青铜峡市青铜峡镇同进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青

铜峡市青铜峡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赵晓东 固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

陈宇青 固原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魏 钊 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党委书记

马红元 固原市原州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

主任

王庭孝 西吉县沙沟乡党委书记

撒凤虎（回族） 生前为西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股

副股长

秦振邦（回族） 西吉县偏城乡涵江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荣林 隆德县联财镇党委书记

褚月霞（女） 泾源县香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陈宗惠 彭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袁相鼎 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门

经理

张冠华 中卫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叶廷文 中宁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彦录（回族）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党委副书记

洪兴志（回族） 海原县西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 伟（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

副处长

吴丙坤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调度中心科员

李 庆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一级

主任科员

丁海燕（女，回族） 同心县预旺镇贺塬村驻村第一书

记，吴忠市水务局工会主席

王元明 西吉县硝河乡新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固原市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

王 铁 海原县贾塘乡后塘村驻村第一书记，中卫市自

然资源局自然资源调查确权登记科科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杨发森 和田地委书记

杨 桦（女） 和田地区行署副秘书长，地区扶贫开发办

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

乌布力艾散·乌布力喀斯木（维吾尔族） 和田霸丽穆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訾桂信 皮山县方圆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

冯武年 皮山县委书记

马志军 政协和田地区工委副主任，于田县委书记

地力夏提·库尔班（维吾尔族） 洛浦县委副书记、县长

冯长松 墨玉县吐外特乡党委副书记

李江辉 和田市委副书记，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第一书记

阿卜力提普·塔西（维吾尔族） 墨玉县喀尔赛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

尤卫彬 皮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主任

唐明生 于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州州 洛浦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主任

麦麦提艾力·伊敏（维吾尔族） 和田县拉依喀乡央阿克

其勒克村党支部书记

崔远鹏（满族） 民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第一书记、

“访惠聚”驻村工作队队长，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水

十五局第四分公司工程师

赵彦龙 和田市吉亚乡巴什吐格曼村第一书记、“访惠

聚”驻村工作队队长，国家税务总局和田地区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科科长

朱国松 新疆欧锦亚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根昌 喀什地区行署副秘书长，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书记、副主任

李俊华 疏勒县罕南力克镇塔坎村第一书记，新疆农科

院哈密瓜研究中心推广研究室主任

王福友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委书记

热合曼·吾买尔（维吾尔族） 疏附县委副书记、县长

梁拥军 叶城县委副书记（扶贫专职）、县政协党组书记

张 峰 生前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阿巴

提镇瑙阿巴提村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编办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

高守迎 莎车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

塔吉姑丽·沙比尔（女，维吾尔族） 伽师县江巴孜乡艾

格铁热克村党支部书记

李淑芳（女） 疏勒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主任

李长青 伽师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田 皓 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党委书记

陈东方 泽普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主任

单丽丽（女） 岳普湖县阿其克乡玛江库木村“访惠聚”

驻村工作队原队员、扶贫工作站原站长，岳普湖县应急管理

局三级主任科员

彭章茂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喀拉艾肯博依村“访惠聚”

工作队副队长、扶贫工作站站长，巴楚县司法局四级主任

科员

张 文（回族） 喀什新投鸽业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

书记、总经理

麦麦提伊敏·赛麦尔（维吾尔族） 泽普县金牛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吾吉·图尔荪（维吾尔族） 英吉沙县恭祥木艺加工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钱国彪 叶城县阿克塔什镇党委副书记

艾海买提·肉孜（维吾尔族） 麦盖提县艾海买提肉孜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兼央塔克乡玉奇于孜莫村党支部副

书记

萨吉代姆·吾普尔（女，维吾尔族） 英吉沙县乔勒潘乡

巴依艾日克村“访惠聚”驻村工作队队长，英吉沙县委宣传部

一级主任科员

刘卫民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副秘书长，州扶

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