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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峰 忠县东溪镇永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忠县人大监察法制和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

樵江英（女） 忠县永丰镇东方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忠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

冯鸿志 忠县兴峰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张小平 忠县白石镇党委书记
罗 敏 忠县磨子乡党委专职副书记
罗 平 忠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保密办（县国家

保密局）主任（局长）

垫江县
谷海军 垫江县沙河乡安全村村民
王 固（女） 重庆汇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祖保 垫江县曹回镇徐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国明 垫江县包家镇甄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唐 政 垫江县白家镇观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垫江县委办督查科科长
胡 超 垫江县裴兴镇党委副书记
陈 鹏 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副主任

云阳县
刘从兰（女） 云阳县蔈草镇蔈草社区居民
梁尚直 云阳县故陵镇兰草村村民
邓天才 云阳县登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冉秀清（女） 云阳县晚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代青龙 云阳县银龙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董事长
姚 成 云阳昱达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 伟 云阳县凤鸣镇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长
王立彬 云阳县水口镇枣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乔新巧（女） 云阳县高阳镇白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李海清 云阳县云阳镇古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唐 凯 云阳县沙市镇上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梁远林 云阳县龙角镇新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谭华康 云阳县耀灵镇鸣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潘红松 云阳县路阳镇迎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丁 静 云阳县外郎乡五峰村驻村第一书记，云阳县委

政法委政治安全科科长
王兴全 云阳县双土镇长保村驻村第一书记，云阳县税

务局双江税务所二级主办
牟 诣 云阳县鱼泉镇白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云阳县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副主任
阮庐刚 云阳县黄石镇老屋村驻村第一书记，云阳县北

部新区管理委员会合同管理（内审）科副科长
张笑鲁 云阳县大阳镇民富村驻村第一书记，云阳县公

安局盘龙派出所民警
陈春霞（女） 云阳县人和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干部、扶贫

专干
黄素明 云阳县后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蒲勤斌（女） 云阳县普安乡党委书记
高晨露 云阳县洞鹿乡副乡长
丁笙洺 云阳县委副书记
张 敏（女） 云阳县住房城乡建委村镇科干部
吴丽霞（女） 云阳县教委副主任

奉节县
李美容（女） 奉节县太和乡太和社区居民
陈宜琼（女） 奉节县红土乡九台村村民
何志安 奉节县康坪乡松林村村民
吴汉成 奉节县汉成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
向树权 奉节县树权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秀生 重庆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祥 奉节县萌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艾志霞（女） 奉节县公平镇船型村综合服务专干
代兴春 奉节县鹤峰乡莲花社区居委会主任
苏诗勇 奉节县大树镇石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
余红梅（女） 奉节县五马镇王坪村村干部
陈 万 奉节县白帝镇前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绍全 奉节县长安乡九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熊云波 奉节县永乐镇大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永平 奉节县康乐镇阳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奉节县税务局技师
李 瑞 奉节县平安乡林口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奉节县

平安乡民政和社会事务办主任
吴 鹏 奉节县冯坪乡石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奉节县公安局民警
高 阳 奉节县岩湾乡平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奉节县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
潘仁荣 奉节县青龙镇发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奉节县总工会二级调研员
王 金 奉节县甲高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向桃平 奉节县云雾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陈小琴（女） 奉节县新民镇副镇长
夏 平 奉节县草堂镇党政办主任
张 迁 奉节县政府副县长
金礼德 奉节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赵继忠 奉节县住房城乡建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巫山县
王祖保 巫山县曲尺乡朝阳村村民
刘敬春 巫山县油坊坝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肖裕兰（女） 巫山县福田镇松柏村党支部书记
覃传德 巫山县传德果树种植园法人
曾 艳（女） 巫山县健峰制鞋厂负责人
吴扬泉 巫山县红椿乡瓦店村村民
张泽燕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教学点教师
杨志国 巫山县笃坪乡向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蒋祖元 巫山县两坪乡周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严世海 巫山县当阳乡里河村党支部副书记
张建华 巫山县庙宇镇九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罗映生 巫山县铜鼓镇观阁村党支部书记
刘 洪 巫山县官渡镇驻镇工作队队长，巫山县政府办

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敬海 巫山县巫峡镇春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巫山县

委办公室政策法规科科长
胡光兰（女） 巫山县铜鼓镇竹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共青团巫山县委青少年部部长
龚道亭 巫山县抱龙镇鸡冠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巫山县生态环境局干部
李 斌 巫山县福田镇党委书记
向奎峰 巫山县骡坪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朱钦万 巫山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龚道辉 巫山县住房城乡建委党委书记、主任
李 俊 巫山县财政局农业农村管理科科长
徐海波 巫山县委常委
申俊立 巫山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烟台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巫溪县
王道银 巫溪县祥胜食用菌股份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卢镇发 重庆市鸿驰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业毕 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张海平 巫溪县陆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夏守亦 巫溪县亿联商贸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尚魁 巫溪县鱼鳞乡长岗村村民
朱国军 巫溪县宁厂镇兴隆村村民
毕松雪（女） 巫溪县尖山镇尖山村综合服务专干
李天杰 巫溪县峰灵镇谭家村党支部副书记、综治服务专干
金文松 巫溪县土城镇土城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胡三平 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党支部书记
龚城帆 巫溪县天星乡西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彭 蓉（女） 巫溪县下堡镇桔林村党支部副书记、综治

服务专干
王栋焰 巫溪县双阳乡双阳村驻村第一书记，巫溪县林

业局官山林场副场长
张 华 巫溪县田坝镇田坝村驻村第一书记，巫溪县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丛超 巫溪县菱角镇三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巫溪县政

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周世品 巫溪县白鹿镇香树村驻村第一书记，巫溪县政

协办公室干部
赖杨昊 巫溪县天元乡驻乡工作队队员，市政府文史研

究馆四级调研员
张锡定 巫溪县红池坝镇党委副书记
陈燕生（女） 巫溪县朝阳镇扶贫办主任、党政办主任
韦纯友 巫溪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谭国龙 巫溪县攻坚办综合组副组长
朱百胜（女） 市扶贫办监督管理处干部（借调），巫溪县

上磺镇人大副主席
杜 苏 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乔洛阳 巫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石柱县
张维杞（土家族） 石柱县黄水镇金花村村民
范昌堂（土家族） 石柱县枫木镇双塘村村民
程财双（土家族） 石柱县金铃乡华阳村村民
王顺明（土家族） 石柱县三益乡中堆村党支部书记，石

柱县土垚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明香（女，土家族） 生前为石柱县六塘乡六塘村本

土人才
刘成勇 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党支部书记
杨 军（土家族） 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党支部书记
段应飞（土家族） 石柱县大歇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张 兵（土家族） 石柱县下路街道照明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县卫生健康委宣教科科长
范启红 石柱县临溪镇前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石柱县临溪镇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主任
秦光富（土家族） 石柱县西沱镇朱家槽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县西沱镇党政办主任
谭德琼（女，土家族） 石柱县马武镇宝连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县马武镇党政办主任
刘 斌 石柱县中益乡小学校校长
冉 佳（女，土家族） 石柱县万安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干部
杨凤杰（女，土家族） 石柱县下路街道办事处扶贫专干
秦翠华（女，土家族） 石柱县三河镇党委书记
岳良普（土家族） 石柱县教委教育扶贫办主任
姚庆江 石柱县委副书记

秀山县
付维刚 秀山县维刚水果种植基地负责人
杨胜刚（土家族） 秀山县兴隆果蔬家庭农场负责人
何秀洪（土家族） 秀山县里仁镇李高村马中岭山羊养

殖场负责人
张胜海 重庆市权海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焕华 重庆市秀山县钟灵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钟纯刚 重庆博滋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 旦（土家族） 秀山县官庄街道白杨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田 杰（女，土家族） 秀山县宋农镇龙凤社区党支部

副书记
陈 勇 秀山县平凯街道晓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覃远军（土家族） 秀山县峨溶镇三溪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潘廷国 秀山县溪口镇草果村党支部纪检委员
文道成（土家族） 秀山县峨溶镇龙塘冲村驻村第一书

记，秀山县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
张晓峰（苗族） 秀山县溪口镇龙洞居委会第一书记，秀

山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
陈夕才 秀山县钟灵镇云隘村驻村第一书记，秀山县税

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
刘 刚（苗族） 秀山县隘口镇政法书记、副镇长
彭应举（土家族） 秀山县龙池镇镇长
冉惠文（土家族） 秀山县医保局党组成员、县医疗保障

事务中心主任
曹 中 秀山县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瞿秀泉（土家族）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秀山供电分公

司运行检修部副主任
张 建 秀山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挂职），山东省齐

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酉阳县
冉井财（土家族） 酉阳县麻旺镇正南村村民
李代现（土家族） 酉阳县大溪镇杉岭村村民
池再军 酉阳县南腰界镇红岩村村民
陈长富（土家族） 酉阳县后坪乡王家村村民
董盼芳（女，土家族） 酉阳县毛坝乡新建村村民
田亚玲（女，苗族）酉阳县万木镇万木村妇女主任，酉阳

县毛盖岭油茶种植有限公司经理
冉 杰（土家族） 酉阳县宜居乡红鱼村综合服务专干，

酉阳县山宝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再忠（土家族） 酉阳县酉水河镇后溪村村民，酉阳县

江氏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冉俊丽（女，土家族） 酉阳县天馆乡魏市村扶贫专干
李雪飞（土家族） 酉阳县庙溪乡湘河村党支部书记
张儒瑶（土家族） 酉阳县偏柏乡苗坝村党支部书记
林 周（土家族） 酉阳县双泉乡双石村扶贫专干
胡青松（土家族） 酉阳县黑水镇平地坝村党支部书记
姚建华（土家族） 酉阳县涂市镇银岭村党支部书记
游 彪（土家族） 酉阳县车田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
简阳阳（土家族） 酉阳县楠木乡红星村党支部书记
冉景清（土家族） 生前为酉阳县苍岭镇大河口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酉阳县信访办维稳科科长
石 伟（苗族） 酉阳县铜鼓镇兴隆村原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酉阳第二中学校办公室主任
冉 颖（女，土家族） 酉阳县清泉乡清溪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酉阳县民意调查中心策划科科长

张 森（土家族） 酉阳县丁市镇汇家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酉阳县委巡察三组正科级巡察专员

喻 磊 酉阳县木叶乡大板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酉阳县检察院干部

潘誉木（土家族） 酉阳县万木镇黄连村驻村工作队副
队长，酉阳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凡 顶（土家族） 酉阳县麻旺镇党委书记
邹 艺 酉阳县李溪镇副镇长
姚登明（土家族） 酉阳县泔溪镇党委副书记
冉 磊（土家族） 酉阳县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
冉学峰（土家族） 酉阳县扶贫办党组成员（挂职），酉阳

县委办公室干部
陈 林（土家族） 酉阳县委副书记
贾 力 农行酉阳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彭水县
甘钱生（土家族） 彭水县太原镇麒麟社区居民
杨 忠（苗族） 彭水县桐楼乡桐木村村民
徐义丰 彭水县普子镇桐泉村村民
胡云沛 彭水县乔梓乡水花村村民
谢 清（苗族） 彭水县鞍子镇干田村村民
谢怀周（苗族） 彭水县梅子垭镇两河村村民
冉从奎（苗族） 彭水县鹿角镇横路村党支部书记
冉光华（土家族） 彭水县鹿鸣乡龙田村村委会主任
何兰兰（女，苗族） 彭水县靛水街道古文村综合专干
豆远超 彭水县桑柘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
欧子云（苗族） 彭水县黄家镇漆红村党支部书记
袁林江（苗族） 彭水县汉葭街道麻油社区居委会主任
杨世江（苗族） 彭水县石柳乡荞竹村驻村第一书记，彭

水县社会福利指导中心九级职员
杨 波（苗族） 彭水县大同镇大厂社区第一书记，彭水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余显成（苗族） 彭水县龙射镇大地村驻村第一书记，彭

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罗 成 彭水县龙塘乡黄金村驻村第一书记，彭水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
崔小彬 彭水县汉葭街道兴和村驻村第一书记，彭水县

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赵中娅（女，苗族）彭水县大垭乡党委书记
曾宪军（苗族） 彭水县润溪乡党委书记
冯立胜（苗族） 彭水县住房城乡建委主任
张泽勇（土家族） 彭水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谭祥平 彭水县政府副县长
邓劲松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彭水供电分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
王建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彭水分公司

总经理

万盛经开区
罗贵书 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坝村村民
徐永强 重庆猕源稼乡猕猴桃股份合作社理事长
邱忠伟 万盛经开区金桥镇三台村党支部书记
姚茂芳（女） 万盛经开区丛林镇海孔村村委会主任
王 泉 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万

盛经开区创业就业和人才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
戴光平 万盛经开区丛林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 燕（女） 万盛经开区扶贫办副主任，万盛经开区农

林局副局长

两江新区
陈睦彪 彭水县大垭乡大垭村驻村第一书记，两江新区

市场监管局七所四级调研员
高万宇 彭水县三义乡驻乡工作队队员，两江新区机关

事务管理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重庆高新区
张 利（女） 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中央在渝、东西扶贫协作、市级单位和驻渝部队
韦永胜 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教科院教研员
刘远海 石柱县中益乡驻乡工作队联络员，市财政局基

层财政处副处长
杨 洲 石柱县桥头镇桥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
汪云友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专用通信局运行维护处副处长
陈俊名 石柱县中益乡龙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委研究室办公室（政治处）二级调研员
骆建东 石柱县中益乡建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委机要局通信报务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
孙金华 市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
邓国强 市委办公厅档案业务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
孙培栋 丰都县三建乡红旗寨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市水文监测总站四级主任科员
杨 云 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市市场监管局机电处副处长
宋泉岑 丰都县三建乡驻乡工作队队员，市水利局勘察

设计处二级主任科员
胡道胜 丰都县三建乡石龙门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市烟草公司丰都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章 烈 丰都县三建乡廖家坝社区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处处长
刘 晗 市港航海事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兰 辉 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驻村第一书记，渝州宾馆

副总经理
陈 锐 奉节县平安乡咏梧村驻村第一书记，市红十字

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赵 昕 奉节县平安乡长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委组织

部一级主任科员
龚 平 奉节县平安乡驻乡工作队联络员，市政府驻四

川办事处信息调研处处长
余永超 市交通局综合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
胡 琨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俊祥 云阳县龙角镇新立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五大
队勤务中队长

刘修琼（女） 巫山县双龙镇金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中
国银行重庆巫山支行综合管理部主任

易 凌 云阳县泥溪镇驻镇工作队联络员，市政协农业
农村委办公室主任

袁 亮 云阳县泥溪镇枞林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城市
管理职业学院信息中心信息管理科科长

孔智慧 市贸促会人事部（机关党委）干部
陈 曌 市委台办联络处四级调研员
王永超 城口县沿河乡联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市纪委监

委机关干部
王旭东 城口县高燕镇红军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金泰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职工
张 勇 城口县高燕镇坪原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悦来

投资集团智慧城市部职工
陈职中 城口县北屏乡金龙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社会

学院后期财务处副处长
魏建新 市纪委监委机关第八监督检查室一级主任科员
王 栋 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驻村第一书记，团市委维

护青少年权益部副部长
刘承海 开州区大进镇杨柳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研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曹 翀 开州区大进镇驻镇工作队队员，市委党校教务

处综合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 政 忠县马灌镇高桥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市革命

伤残军人康复医院副院长
罗培科 市委组织部人事处（机关党委）副处长
胡建兵 市委老干局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为民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
王 涛 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左 强 巫山县双龙镇笔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物资保障
部副经理

许家伟 巫山县双龙镇驻镇工作队联络员，市委宣传部
版权管理处一级调研员

张德阳 巫山县双龙镇水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社会教育工作部教育活动科
科长

庞玉川 巫山县双龙镇金花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巫山新华书店副经理

康延芳（女） 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媒体新
闻中心总监

龙厚朋 武隆区后坪乡驻乡工作队队员，市公安局特警
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

邱靖杰 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驻村第一书记，市检察院
三分院检察事务部副主任

周 扬 武隆区后坪乡高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市三中法
院审判员

胡庶红 武隆区后坪乡中岭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公安局
直属机关党委民警

龙先国 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联络员，市委政法委机关
党委一级调研员

付 豪 彭水县三义乡龙阳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审计局
金融审计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代成 彭水县郁山镇玉山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

宋建峰 南川区山王坪镇庙坝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市公共资源交易事务中心法规咨询科科长

金 辉 彭水县三义乡莲花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一三
六地质队地理信息测绘院测量所副主任

谢文雄 彭水县三义乡龙合村驻村第一书记，市统计局
人事处副处长

吴 鹏 市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华成（土家族） 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驻村第一书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物信息部主任
秦远福（侗族） 巫溪县天元乡新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重庆三峡学院教师
谭鹏昊 巫溪县天元乡万春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三峡

职业学院农林科技学院学工科科长
黎 伟 巫溪县白鹿镇中坝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信访办接访处处长
邹 川 市地方志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程红兵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干部
王正春 万州区龙驹镇龙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市林业

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姚茂瑜（侗族） 万州区龙驹镇向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黄 迪 万州区龙驹镇民义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市院

士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孙 锋 市科学技术局农村科技处二级主任科员
周 帆 重庆三峡学院保卫处政保科副科长
刘小冬 城口县鸡鸣乡双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民宗委人事处副处长
张登国 城口县鸡鸣乡祝乐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邮电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
粟廷富 云阳县南溪镇宏实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衡器计量检测研究中心副
主任

舒淑波 城口县鸡鸣乡驻乡工作队联络员兼队员，市经
济信息委材料工业处二级调研员

薛千万 城口县鸡鸣乡金岩村驻村第一书记，四川仪表
工业学校副校长

王 佐 彭水县大垭乡冬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城市供节水事务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牟 强 潼南区桂林街道梨树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六级职员

黄 上 彭水县大垭乡木蜡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7地质队地环院副院长

冯中杰 市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
吴 鑫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
蒋朝华 市住房城乡建委扶贫集团联络员，市建设技术

发展中心《重庆建设》杂志社编辑
王永红 巫溪县红池坝镇铁岭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
李竣峰 巫溪县红池坝镇中岗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委统

战部教育培训处副处长
赵卫华 巫溪县红池坝镇榆树村驻村第一书记，市农村

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
袁开奎 巫溪县天星乡宝龙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银海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党群部部长
潘光国 市农业农村委扶贫集团联络员，市农业农村委

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王选明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农业农村委纪检监察组副

组长
邓思敏（女，土家族） 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职

员
李 伟 秀山县隘口镇驻乡工作队联络员，重庆商务职

业学院五级职员
李行能 秀山县隘口镇屯堡村驻村第一书记，市金融监

管局一级调研员
陶东海 秀山县宋农镇坪坝村驻村第一书记，重庆市渝

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戴 义 巫溪县天元乡驻乡工作队队员、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专任教师
何 渡 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党支部书

记、一级调研员
王 毅 酉阳县车田乡黄坝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出租汽车处一级主任科员
田忠权 酉阳县车田乡驻乡工作队队员，市文化旅游委

安全应急处干部
彭明涌 酉阳县车田乡车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公路事务中心农村公路处副处长
（下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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