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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隆林各族自治县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凌云县税务局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平桂区鹅塘镇槽碓村村委会

广西将军峰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贺州市村镇建设服务中心

钟山县卫生健康局

中共河池市委员会

中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员会

广西丹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都安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纳翁乡委员会

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弄烈村村委会

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胜利村村委会

忻城县马泗乡马泗村村委会

金秀瑶族自治县长垌乡长垌村村委会

武宣县桐岭镇和律村村委会

合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左分公司健康保险部

天等县驮堪乡道念村村委会

中共宁明县爱店镇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果技术指导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扶贫移民安

置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党建办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新闻处（广西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新闻中心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宣传教育部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十三五”扶贫攻坚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规划财务处

中共大新县宝圩乡委员会

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雷山村村委会

德保县民政局

海南省

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党支部

万宁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中共东方市大田镇委员会

五指山市毛道乡毛道村驻村工作队

乐东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澄迈县永发镇人民政府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定安县龙湖镇安仁村村委会

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人民政府

洋浦经济开发区就业局

海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扶贫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扶贫工作小组办公室

海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海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

海南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

海南省消费扶贫专项工作组联络处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农场事务部

重庆市

中共万州区龙驹镇委员会

黔江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涪陵区大顺乡新兴村村委会

合川区三庙镇凤山村党支部

永川区朱沱镇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

南川区河图镇长坪村党支部

潼南区宝龙镇严寨村党支部

中共荣昌区河包镇委员会

开州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武隆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城口县委员会

城口县沿河乡人民政府

丰都县三合街道童仙寨村党支部

中共丰都县三建乡委员会

云阳县泥溪镇人民政府

云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巫溪县天元乡委员会

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浪坪乡官楠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垭乡大垭村村委会

彭 水 苗 族 土 家 族 自 治 县 万 足 镇 民 政 和 社 会 事 务 办

公室

重庆市纪委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扶贫集团驻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

益乡工作队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扶贫集团驻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车田乡清明村工作队

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致公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文理学院教育扶贫工作办公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秀山支行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慈善总会

四川省

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员会

中共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委员会

荣县扶贫开发局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中共泸州市委员会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叙永县扶贫开发局

中共中江县仓山镇委员会

绵阳市扶贫开发局

中共平武县委办公室

广元市人民政府以工代赈办公室

广元市昭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元市朝天区扶贫开发局

大英县扶贫开发局

内江市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浙 江 省 赴 四 川 省 东 西 部 扶 贫 协 作 乐 山 片 区 帮 扶 工

作组

乐山市对口帮扶美姑县援彝工作队

中共南部县委员会

南充市嘉陵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共仪陇县铜鼓乡委员会

阆中市洪山镇良善垭村党支部

营山县扶贫开发局

中共西充县委组织部

宜宾市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指导科

中共高县委员会

中共屏山县锦屏镇委员会

中共广安市广安区委员会

华蓥市扶贫开发局

中共武胜县猛山乡委员会

达州市扶贫开发局

四川国储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

万源市扶贫开发局

中共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委员会

渠县财政局

巴中市脱贫攻坚暗访督查办公室

巴中村政学院

巴中市巴州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平昌县燕江农业专业合作社

巴中市巴山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市扶贫和移民发展中心

仁寿县农业开发综合服务中心

乐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九寨沟县委员会

中共若尔盖县麦溪乡委员会

浙江省驻四川省阿坝片区扶贫协作帮扶工作组

马尔康市松岗镇丹波村村委会

红原县瓦切镇日干村村委会

康定市金汤镇人民政府

理塘县人民政府

中共德格县竹庆镇委员会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中共色达县杨各乡委员会

甘孜县扶贫开发局

石渠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昭觉县委员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烟草专卖局（公司）

中共盐源县盐塘镇委员会

中共甘洛县海棠镇委员会

冕宁县扶贫开发局

越西县农业和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三好互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凉山彝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扶贫办公室

会理县太平镇尖山村村委会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

四川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公共服务处

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贵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息烽县石硐镇委员会

上海市援黔干部联络组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

余庆县子营街道积善社区党支部

遵义红菇粮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市新蒲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生态移民局）

桐梓县水务局

中共正安县委员会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六盘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委员会

六枝特区牛场乡牛场村党支部

六盘水市钟山区保华镇奢旮村村委会

辽宁省大连市对口帮扶六盘水市工作队

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结对帮扶六盘水市水城区工

作队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大坝村党支部

中共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委员会

山东省青岛市赴安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队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

中共毕节市委员会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

毕节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毕节市委统战部

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

广东省深圳市总工会脱贫攻坚工作组

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

贵州江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织金县农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共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委员会

中共织金县马场镇委员会

中共黔西县林泉镇委员会

贵州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街道大水社区党支部

中共铜仁市委员会

铜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江苏省对口帮扶贵州省铜仁市工作队

江口县凯德街道黑岩村党支部

中共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铜仁市万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铜仁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党工委

中共铜仁市委组织部机关委员会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从江县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市帮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工作队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岑巩县民政局

榕 江 县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榕 江 县 脱 贫 攻 坚 指 挥 部 办

公室）

中共镇远县报京乡委员会

贵州铁枫堂生态石斛有限公司

麻江县坝芒布依族乡水城村党支部

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党支部

雷山县丹江镇脚猛村党支部

中共荔波县瑶山瑶族乡委员会

中共三都县都江镇委员会

罗甸县水务局

中共都匀市归兰水族乡委员会

龙里县冠山街道奋进社区党支部

长顺县广顺镇核子村党总支

贵定县云雾镇营上村党支部

贵州标准电机有限公司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脱贫攻坚指挥部（州扶贫开发

办公室、州东西协作办公室）

兴义市洒金街道栗坪社区党支部

中共贞丰县鲁容乡委员会

普安县茶源街道党工委

晴隆县三宝彝族乡人民政府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龙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晴隆县委员会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贵州省公路局农村公路处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贵州省纪委监委扶贫与民生监督检查室（重大责任事故

调查办公室）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

贵州省生态移民局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创新团队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部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昆明市东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河口镇委员会

中共昭通市委员会

昭通市搬迁安置局

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村委会

中共镇雄县委员会

中共绥江县中城镇委员会

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土妈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威海岱昆钢金福食品有限公司

中共富源县富村镇委员会

中共师宗县彩云镇委员会

中共会泽县委员会

中共会泽县雨碌乡委员会

玉溪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隆阳区辛街乡邹里社区村委会

龙陵县龙新乡茄子山村村委会

昌宁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楚雄市大过口乡委员会

中共双柏县安龙堡乡委员会

姚安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武定县插甸镇委员会

中共蒙自市西北勒乡委员会

石屏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红河县迤萨镇委员会

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屏边苗族自治县搬迁安置办公室

中共文山市德厚镇委员会

麻栗坡县扶贫开发局

马关县教育体育局

广南县莲城镇岜夺村村委会

普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景东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按板镇委员会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曲水镇人民政府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勐腊县勐伴镇委员会

清华大学对口支援办公室

宾川县云福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永平县杉阳镇委员会

云龙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陇川县陇把镇委员会

中共永胜县鲁地拉镇委员会

江苏海安宁蒗支教团

中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泸水市格力小学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香格里拉市三坝纳西族乡人民政府

德钦县羊拉乡人民政府

南方电网公司派驻维西县特色农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运营团队

凤庆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镇康县木场乡委员会

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临沧工投顺宁坚果开发有限公司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机关委员会

中共云南省纪委办公厅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四处

云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

云南省就业局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产业扶贫办

云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

云南省商务厅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扶贫办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云南省政协扶贫办公室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社会服务处

昆明医科大学扶贫工作办公室

云南农业大学社会服务中心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挂包帮”“转走访”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挂包帮”“转走

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富滇银行党群工作部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脱贫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扶贫办

云南移动驻绥江县会仪镇黄坪村驻村工作队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扶贫办）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政工人事处（机关党委）

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组织三处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扶

贫办（干部处）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振兴处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教育扶贫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政工人事处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政策法规处

西 藏 高 原 特 色 农 牧 资 源 研 发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 藏 猪

方向

西藏自治区金融精准扶贫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强基办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组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分公司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水保处

西藏自治区“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

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扶贫援藏办公室

拉萨市曲水县达嘎镇拉萨河畔三有村村委会

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白纳村村委会

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日喀则市亚东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日喀则市百亚成农牧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山南市乃东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山南市琼结县加麻乡金珠村村委会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人民政府

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林芝市墨脱县墨脱镇人民政府

林芝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昌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昌都市江达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福建省援藏工作队

昌都市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水保科

昌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那曲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转移就业组

西藏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那曲市申扎县申扎镇三村党支部

阿里地区噶尔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阿里地区革吉县亚热乡人民政府

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甲岗村村委会

陕西省

中共周至县委员会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派驻蓝田县

九间房镇扶贫工作队

西安市临潼区扶贫信息监测中心

中共宝鸡市委员会

陇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千阳县张家塬镇宝丰村党支部

太白县咀头镇白云村党支部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公室

中共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委员会

中共旬邑县委员会

中国银行总行陕西咸阳扶贫工作队

陕西省纪委监委机关派驻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西头村

扶贫工作队

中共淳化县十里塬镇委员会

武功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中共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委员会

铜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渭南市委组织部

中共富平县委员会

韩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蒲城县苏坊镇委员会

白水县教育局

渭南市临渭区水务局

渭南市华州区卫生健康局

渭南市华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合阳县和家庄镇委员会

中共延安市委员会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

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

无锡市对口帮扶延安市工作组

榆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榆林市横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清涧县教育和体育局

吴堡县脱贫攻坚移民搬迁办公室

（下转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