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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党支部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磐安县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宗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艾佳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普陀山佛教协会

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

中共云和县委员会

安徽省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农村组织处

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工代赈处

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扶贫办）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肥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巢湖市教育体育局

肥西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濉溪县扶贫开发局

中共涡阳县西阳镇委员会

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辛县永兴镇永兴村党总支

中共泗县委员会

萧县扶贫开发局

砀山县扶贫开发局

五河县扶贫开发局

中共怀远县褚集镇委员会

阜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泉县教育局

中共阜南县王家坝镇委员会

颍上县农业农村局

临泉县扶贫开发局

中共寿县板桥镇委员会

寿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凤台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滁州市扶贫开发局

定远县财政局

凤阳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中共金寨县委员会

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舒城县扶贫开发局

六安市金安区扶贫开发局

六安市裕安区财政局

和县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中共无为市无城镇委员会

郎溪县扶贫开发局

泾县扶贫开发局

宣城市农村水利水电管理所

枞阳县浮山镇人民政府

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

青阳县人大常委会驻酉华镇宋冲村扶贫工作队

安徽尧舜智能袜业有限公司

中共岳西县委员会

太湖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潜山市水吼镇委员会

宿松县趾凤乡趾凤村党总支

安徽省国资委驻望江县高士镇黄河村扶贫工作队

黄山市扶贫开发局

黄山市徽州区扶贫开发局

歙县扶贫开发局

福建省

永泰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闽清县上莲乡委员会

临夏回族自治州厦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平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漳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永春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德化县憨鼠爱心小分队

中共宁化县淮土镇委员会

中共大田县吴山镇委员会

百威雪津啤酒有限公司

南平市农业农村局扶贫科

南平市建阳区公共卫生管理中心

龙岩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长汀县策武镇委员会

宁德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建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建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福建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党支部

福建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

赣州市扶贫办公室

于都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赣州市赣县区扶贫办公室

兴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赣州市南康区水利局

宁都县黄石镇大岭村党支部

寻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共安远县鹤子镇委员会

上犹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中共会昌县文武坝镇委员会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协会

定南县财政局

井冈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吉安县扶贫办公室

遂川县民政局

万安县商务局

吉安县横江镇横溪村党支部

江西奕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年贡集团有限公司

玉山县怀玉乡玉峰村村委会

余干县赣鄱菌菇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横峰县农业农村局

修水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村委会

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安支公司

广昌县扶贫办公室

中共黎川县日峰镇委员会

莲花县坊楼镇人民政府

中共万载县高村镇委员会

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分宜县洞村乡程家坊村党总支

中共贵溪市河潭镇委员会

景德镇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扶贫开发金融部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供用电部（扶贫办）

山东省

济南市扶贫协作湘西州挂职干部工作队

商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胶州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

平度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淄博市淄川区卫生健康局

枣庄市山亭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利津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昌乐县红河镇委员会

寿光市科学技术局

济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东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崖村党支部

临沂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临沂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孤贫儿童心理辅导志愿者

服务团

中共乐陵市云红街道工作委员会

东阿县人民医院

中共莘县古城镇委员会

博兴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邹平市农业农村局

菏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鄄城县委员会

东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巨野县供电公司

山东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选派沂南县第一书记工作队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选派蒙阴县第一书记工作队

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山东省派莒县乡村振兴服务队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选派菏泽市牡丹区第一书记工

作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计划部（扶贫办公室）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中共兰考县委员会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共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会

开封市脱贫攻坚信息中心

中共洛阳市委员会

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嵩县德亭镇委员会

平顶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鲁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滑县委员会

内黄县教育局

林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新乡市长垣市驻光山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队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扶贫办公室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党支部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信息科

濮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清丰县委组织部

中共濮阳县王称堌镇委员会

许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鄢陵县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

舞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临颍县委组织部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

方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召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睢县委员会

民权县王桥镇麻花庄村党支部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

信阳市平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潢川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新县箭厂河乡委员会

郸城县教育体育局

扶沟县固城乡来庄村党支部

中共驻马店市委员会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

正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泌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济源市大峪镇委员会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驻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驻洛宁县城郊乡在礼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驻确山县新安店镇郭庄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组织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驻栾川县庙子镇河南村工作队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驻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一处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固始县陈淋子镇红花村工作队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商城县河凤桥乡田湾村工

作队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驻上蔡县邵店镇后杨村工作队

河南省水利厅驻范县王楼镇东张村工作队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驻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工作队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驻上蔡县卢岗街道文楼村工作队

河南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驻上蔡县邵店镇刘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罗山县楠杆镇田堰村工作队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驻虞城县刘店乡丁河楼村

工作队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光山县文殊乡东

岳村工作队

河南中医药大学校地结对帮扶新县工作队

洛阳师范学院驻栾川县庙子镇杨树底村工作队

湖北省

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武汉市农业科学院驻武汉市新洲

区凤凰镇毛家冲村帮扶工作队

保康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南漳县长坪镇长坪社区委员会

湖北汉家刘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宜昌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远安县教育局

秭归县扶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兴山县民政局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

大冶市灵乡镇人民政府

阳新县枫林镇人民政府

中共丹江口市委员会

十堰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郧西县关防乡委员会

中共房县化龙堰镇委员会

中共竹溪县汇湾镇委员会

十堰市郧阳区水利和湖泊局

竹山县教育局

十堰市张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十堰市张湾区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十堰市茅箭区农业农村局

中共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委员会

沙洋县曾集镇孙店村党支部

湖北杏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大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孝昌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大悟县宣化店镇委员会

中共英山县温泉镇委员会

红安县卫生健康局

罗田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麻城市龟山镇委员会

中共蕲春县株林镇委员会

中共团风县委办公室

黄冈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崇阳县交通运输局

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咸宁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委员会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恩施市委员会

利川星斗山红茶有限责任公司

建始县交通运输局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巴东县供电公司

宣恩县农业农村局

咸丰县水利局

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共来凤县委办公室驻来凤

县翔凤镇檀木湾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鹤峰县走马镇委员会

中共仙桃市长埫口镇委员会

天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华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驻建始县茅田乡雪岩顶村帮

扶工作队

劲牌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扶贫办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组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

湖南建工集团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望城区扶贫开发事务中心

长沙县对口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雨花区对口帮扶桑植县、龙山县石牌镇精准扶贫

工作小组

衡东县教育局

中共常宁市塔山瑶族乡委员会

衡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株洲市社会扶贫联合会

醴陵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湘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韶山市韶山乡韶阳村村委会

邵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邵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隆回县三阁司镇中洲村党支部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驻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帮扶工作队

绥宁县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新邵县委员会

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驻邵阳县黄亭市镇油斯村帮扶工作队

岳阳市社会救助局

岳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党支部

常德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澧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桃源县黄石镇委员会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街道工作委员会

慈利县发展和改革局

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党支部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驻安化县帮扶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驻安化县江南镇茅坪村帮扶工作队

益阳市赫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县中鱼口镇中富村村委会

中共宜章县委员会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人民政府

安仁县金紫仙镇源田村村委会

资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汝城县长洞瑶族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江永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远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东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坝镇麦子园村党支部

湖南省民政厅驻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帮扶工作队

溆浦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沅陵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驻修溪镇椒坪溪村帮扶工

作队

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五郎溪村党总支

中共怀化市委统战部驻通道侗族自治县大高坪苗族乡黄

柏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委员会

怀化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国光大集团驻湖南省新化县帮扶工作队

娄底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双峰县发展和改革局

涟源市民政局

长沙市对口帮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帮扶工

作队

中共凤凰县委员会

泸溪县兴隆场镇甘田坪村党支部

中共保靖县比耳镇委员会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永顺县芙蓉镇科皮村帮扶

工作队

广东省

广州市协作办公室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广东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

韶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

清远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

中共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委员会

中共惠东县白盆珠镇委员会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江门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扶贫规划开

发科

郁南县平台镇人民政府

广东省第二扶贫协作工作组

广东省珠海市对口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扶贫协作工

作组

广东（佛山）对口凉山扶贫协作工作组

广东省纪委监委驻南雄市珠玑镇灵潭村扶贫工作队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驻英德市九龙镇河头村扶贫工作队

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驻雷州市覃斗镇流沙村扶贫

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驻茂名市电白区小良镇龙山

村扶贫工作队

珠海市对口帮扶阳江市扶贫工作组

中山市扶贫办驻肇庆市广宁县工作组

肇庆市鼎湖区驻贺州市昭平县扶贫协作工作组

中共潮州市委办公室驻潮州市饶平县浮滨镇黄正村扶贫

工作队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驻揭阳市揭西县金和镇山湖村

扶贫工作队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扶贫办公室）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扶贫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华南理工大学驻揭阳市惠来县隆江镇孔美村扶贫工作队

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坪围村村委会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隆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党支部

马山县金钗镇龙印村党支部

融水苗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委员会

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大年乡委员会

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产口村村委会

龙胜各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灌阳县灌阳镇人民政府

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塘洞村党总支

灵川县潮田乡南圩村村委会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藤县天平镇新马村党总支

蒙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梧州市长洲区倒水镇委员会

北海市铁山港区教育局

上思县那琴乡排柳村村委会

中共钦州市钦北区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桂平市委员会

平南县商会

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樟村党总支

兴业县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

北流市扶贫基金会

玉林市玉州区南江街道广恩村村委会

玉林市福绵区扶贫信息中心

中共百色市委员会

中共田东县委员会

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六丰村党支部

百色市田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平果市坡造镇委员会

中共乐业县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田林县浪平镇委员会

（下转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