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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首农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

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

北京三快云计算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二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服务联络和扶贫协作办公室扶贫协作科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办公室

北京京丰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区国资委改革发展科

北京市房山区对口支援与协作推进服务中心

北京灵山绿产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糖业烟酒公司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

北京市昌平新世纪商城

北京市大兴区京津冀协同服务中心

北京市怀柔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

北京市平谷区职业学校

北京市密云区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延庆区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天津市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天津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办公室

天津职业大学合作教育办公室

天津市慈善协会

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

津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天津滨海聚成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津医院

天津卫小嘴儿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津云新媒体脱贫攻坚专项工作团队

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驻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工

作组

天津瑞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

灵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石家庄市工商业联合会驻平山县下槐镇南文都村工

作队

赞皇县卫生健康局

中共滦平县委员会

丰宁满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平泉市农业农村局

承德县农业农村局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子镇八

顷村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驻隆化县茅荆坝乡团瓢村

工作队

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驻丰宁满族自治县波

罗诺镇老庙营村工作队

隆化县中关镇北铺子村党支部

河北省财政厅驻康保县李家地镇李家地村工作队

河北省纪委监委驻沽源县丰源店乡兴顺店村工作队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驻阳原县揣骨疃镇曲长城村工作队

河北省水利厅驻尚义县南壕堑镇西平山村工作队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

张家口市精准脱贫驻村管理办公室

张家口市万全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张家口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益海嘉里（张家口）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村委会

青龙满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青龙满族自治县隔河头镇大森店村党支部

中共保定市委员会

中共阜平县委员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驻阜平县砂窝乡上堡村工

作队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驻涞源县金家井乡北黄土岭村工

作队

易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唐县人民医院

中共曲阳县齐村镇委员会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产业扶贫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沧州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盐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国网沧州供电公司驻吴桥县东宋门乡老贾村精准脱贫

工作队

中共武邑县委员会

故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国务院国资委驻平乡县田付村乡艾村工作队

巨鹿县卫生健康局

内丘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魏县委员会

邯郸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邯郸指导处

大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鸡泽县鸡泽镇委员会

馆陶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辛集市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教育厅财务处

河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河北指导处（委扶贫办）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山西省

娄烦县天池店乡河北村党支部

阳曲县首邑学校

大同市脱贫攻坚指挥部

大同市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坊城新村党支部

中共右玉县委员会

朔州市骏宝宸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岢岚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代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保德县居民办事处惠民社区居委会

吕梁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中共石楼县龙交乡委员会

吕梁市泰化石油有限公司

岚县“森生财”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榆社县社城镇社城村村委会

左权县林业局

昔阳县水利局

山西天弘晋腾商贸有限公司

武乡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山西振东五和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壶关县绍良村阳光种养专业合作社

陵川县附城镇丈河片区脱贫攻坚联合党总支

大宁县生态扶贫领导组

隰县电子商务进农村领导组办公室

临汾市健康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和县光伏扶贫领导组办公室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宇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驻宁武县帮扶工作队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

山西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

山西省民政厅驻阳高县驻村工作队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驻岢岚县驻村工作队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河曲县驻村工作队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驻天镇县驻村工作队

山西省水利厅驻兴县驻村工作队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驻临县驻村工作队

内蒙古自治区

中共武川县委员会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水河县北堡乡老牛坡村党总支

中共固阳县银号镇委员会

扎兰屯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委员会

中共突泉县委员会

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阿拉坦花嘎查党支部

中共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委员会

中共科尔沁左翼后旗委员会

科尔沁左翼中旗女子驻村工作队

中共开鲁县麦新镇委员会

阿鲁科尔沁旗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中共翁牛特旗乌丹镇委员会

宁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内蒙古富承祥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共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委员会

正镶白旗宝力根陶海苏木森金宝拉格嘎查党支部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

中共察哈尔右翼前旗三岔口乡委员会

凉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村委会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电业局扶

贫办

五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委员会

中共海南区巴音陶亥镇委员会

阿拉善右旗扶贫开发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派驻四子王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机关委员会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扶贫

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工

作小组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脱贫

攻坚工作小组

辽宁省

康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盘水“大连班”支教团队

岫岩满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宾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桓仁满族自治县二棚甸子镇委员会

宽甸满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义县委员会

黑山县姜屯镇人民政府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驻盖州市万福镇苇塘村工作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设镇人民政府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彰武县供电分公司

辽阳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办公室

西丰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开原市庆云堡镇西老边村村委会

中共北票市委员会

朝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驻建昌县新开岭乡青山村

工作队

中共建昌县委员会

绥中县加碑岩乡人民政府

吉林省

中共安图县委员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吉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镇赉县委员会

白山市农业农村局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村委会

榆树市水利局

磐石市烟筒山镇大黑山村村委会

蛟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双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伊通满族自治县营城子镇打草村村委会

东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柳河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通化市公安局驻集安市花甸镇东沟村工作队

靖宇县水利局

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

洮南市交通运输局

中共白城市洮北区洮河镇委员会

和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龙井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霁朗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绥化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黑龙江省青冈长林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望奎县莲花镇厢黄后三村党支部

桦川县苏家店镇集贤村党支部

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人民政府

抚远市金谷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延寿县六团镇东安村党支部

林甸县鹤鸣湖镇建设村党支部

饶河县富饶水稻专业合作社

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

绥滨县忠仁镇人民政府

孙吴县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福和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黑龙江省财政厅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黑 龙 江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扶

贫办

黑龙江小康龙江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驻绥棱县泥尔河乡卫星

村扶贫工作队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驻汤原县香兰镇新建村扶贫工作队

黑龙江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上海市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上海市援藏干部联络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上海市静安区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

上海市徐汇“云医院”医疗健康中心

上海市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党群工作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发展办公室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口协作科

上海市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培训科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东方卫视中心《我们在行动》项目组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市场运行调控处（上海市副食品管理

办公室）

上 海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就 业 促 进 处（失 业 保

险处）

上海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沪滇职教联盟

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交流协作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省对口帮扶陕西省工作队

常州市对口帮扶安康市工作组

镇江市对口帮扶渭南市工作组

泰州市靖江市对口帮扶咸阳市永寿县联络组

扬州市对口帮扶榆林市工作组

无锡市对口帮扶海东市工作组

江苏省对口帮扶贵州省铜仁市工作队碧江区工作组

南京市对口支援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工作组

昆山市对口支援新疆阿图什市前方工作组

南通市对口支援新疆伊宁县工作组

连云港市对口支援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前方工作组

盐城市对口支援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工作组

苏宁控股集团

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人民政府

福村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睢宁县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

无锡－新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中共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善港村委员会

苏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南通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工作处

中共灌南县委办公室

涟水县成集镇条河村村委会

阜宁县农业农村局（县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

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宿迁市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

江苏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农电处（扶贫处）

浙江省

浙江省赴四川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工作组

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管理中心

浙江省工商联社会服务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特派员团队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党总支

宁波市东西部扶贫协作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帮扶

工作队

宁波市就业管理中心

中共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委员会

浙江君兰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湖州市南浔区委员会

长兴县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党总支

嘉兴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办公室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员会

（下转第十四版）

（上接第十二版）

高泽生 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太平镇党委副书记、岑忙

村第一书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办公厅院务办公室（联络接

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王金阳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副县长（挂职），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四级调研员

范国盛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游城乡花桥村原第一书

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务部教学管理处副处长

赵 汐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副县长（挂职），北京理工

大学党委组织部副处级干部

方 原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

乡江竹村第一书记，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处业务主管

李 峰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桐木

镇三友村原第一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医院党委书记

王月震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副县长（挂职），民革中央

办公厅主席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张红全 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葫芦乡伏城村第一书记，

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办公室主任

李晓林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杨振敏（女，蒙古族）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安龙县原副县长（挂职），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综合处副

处长

汪庆发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挂职），

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部调研处处长

张红喜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副县长（挂职），九三学社

中央社会服务部经济处处长

刘晓英（女）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扶贫工作处一级调

研员

宋 彪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

治县副县长（挂职），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张 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经济与资

源管理研究院党总支书记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

农业学院名誉院长

李 萌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西川镇小寨村第一书记，

北京科技大学扶贫办副主任、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

徐泽敏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政府党

组成员（挂职），北京化工大学国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

张 磊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知海买

村第一书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处助理研究员

张 骅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

镇远新村第一书记，北京林业大学团委副书记

张顺尧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中国银保监会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监管科技处一级调

研员

杨志海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原副县长（挂职），中国证

监会办公厅扶贫办副主任

赵棣华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副县长（挂职），国家外汇

局综合司保密档案处副处长

李学征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原副县长（挂职）、永乐镇

麻柳滩村原第一书记，国家开发银行规划部区域发展规划二

处副处长

李桂林 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铜鼓村原第一书记，中国

进出口银行内控合规部内控管理和案件防控处副处长

姜列友 甘肃省张掖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扶贫综合业务部副总经理

付志强 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周窝镇李封庄村第一书

记，中国农业银行国际金融部综合管理处副处长

赵文彬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常委、副区长（挂职），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范 琛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宋店乡南北四村原第一

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

汕头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方思国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峰城镇仁义村第一书记

兼驻村工作队队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

分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刘兴焕 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原副县长（挂职），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合同管理处高级经理

徐东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县琼库尔恰

克乡且克且克村第一书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吴德胜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副区长（挂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业务处高级副经理

曹雪森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办公室社会责任管理处

处长

（新华社北京 2月 25日电）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名单
（150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