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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名单（615名）
万州区

方义明 万州区小周镇小周村村民
李仁福 万州区铁峰乡箭楼村村民
张定美 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村民
莫一万 万州区天城镇万河村村民
杨 才 重庆市强财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余思成 重庆市万州区棕花两山生态农业发展

股份合作社理事长
付绍兴 万州区响水镇张家村党支部书记
余小平（女） 万州区长滩镇茶坪村党支部书记
扶江仕（土家族） 万州区恒合乡石坪村党支部

书记
张大富 万州区柱山乡云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胡强仁 万州区燕山乡泉水村综合服务专干
谭秀林 万州区太安镇古堰村村委会主任
云克清 万州区长岭镇安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万州区委办公室人事科科长
李 洁 万州区瀼渡镇重岩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万州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干部
向泌柠 万州区新田镇幸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万州区委巡察办督查科科长
陈蜀栋 万州区白土镇人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万州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农业和农村科
科长

严永明 万州区余家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
镇长

陈 平 万州区溪口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钟雪美（女） 万州区地宝乡扶贫专干
谭成勇 万州区龙沙镇党委书记
吴邦和 万州区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
罗运贵 万州区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龚天芳（女） 万州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居民医

保待遇科科长

黔江区

董成章（土家族） 黔江区白土乡三塘村村民
王 藜（女） 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谢鹏飞（土家族） 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党总支

书记，黔江区飞芳蚕桑种植家庭农场经营者
李业财（苗族） 黔江区金洞乡杨家社区居民，重

庆市黔江区凎堆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田雪梅（女） 黔江区邻鄂镇五马顶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 刚 黔江区杉岭乡杉岭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态福（土家族） 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常付 黔江区城南街道青坪社区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
苏之富 黔江区白石镇天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黔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支队一级主任科员
李 渡（土家族） 黔江区蓬东乡尖山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黔江区人民武装部八级职员
张绍淦（苗族） 黔江区黑溪镇光明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黔江区税务
局二级主办

郑 勇（土家族） 黔江区石会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负责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王贞礼（苗族） 黔江区水利局农村水利科科长
刘正军（土家族） 黔江区扶贫办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
冯雪勇 黔江区委办公室主任
张 宏（苗族） 黔江区扶贫办干部
张 伟 黔江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挂职），山

东省日照市人力社保局人事科科长

涪陵区

尹 雄 涪陵区蔺市镇泡桐村村民
冉得圣 重庆市涪陵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
李钰婷（女） 重庆雄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琼（女） 涪陵区青羊镇群英村村民
王 琼（女） 涪陵区南沱镇龙驹村村委会主任
易利奎 涪陵区百胜镇隆兴村党支部书记
廖明祥 涪陵区大木乡宣王村党支部书记
冷 天 涪陵区白涛街道天星村驻村第一书记，

涪陵区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
韩贵强 涪陵区清溪镇丰收村驻村第一书记，涪

陵区纪委监委一级主任科员
邹金仓 涪陵区江东街道凉水村驻村第一书记，

市政府驻京办经济合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俊杰 涪陵区焦石镇党委书记
陈德明 涪陵区大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兴勇 涪陵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郑 友 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七级职员

渝中区

徐洪相 重庆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党政办
公室主任

张羽婷（女） 渝中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大渡口区

王德洪 大渡口区民政局社会组织区划地名科

科长
徐海波 大渡口区住房城乡建委城市综合开发

服务中心主任

江北区

白 帆（土家族） 江北区财政局办公室主任
周小笛（女） 江北区应急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沙坪坝区

杨 桃（女） 沙坪坝区中梁镇规划建设环保办
公室主任

孔 瑞 沙坪坝区水库管理站职工

九龙坡区

范 华（女） 城口县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挂
职），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教科
科长

张祖峰 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急
管理科副科长

李本银 重庆市铁路中学校一级教师

南岸区

刘绍杰 南岸区农村经营管理站职工
林 莉（女） 重庆市珊瑚初级中学校党委书记、

校长

北碚区

刘德明 北碚区金刀峡镇七星洞村村民
周华芳（女） 北碚区三圣镇春柳村村民
周光珍（女） 北碚区金刀峡镇小华蓥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 川 北碚区柳荫镇永兴村驻村第一书记，重

庆市团校教务处处长
尹 琼（女） 北碚区委农业农村工委书记、区农

业农村委主任、区扶贫办主任

渝北区

万 康 重庆半边月村勤美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付福刚 渝北区大盛镇千盏村党总支书记
胡建军 渝北区统景镇西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渝北区网络宣传中心综合科副科长
张何欢（女） 渝北区大盛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陈 华 渝北区农业农村委主任

巴南区

廖常伟 巴南区惠民街道晓春村村民
杨正全 重庆润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
张先福 巴南区二圣镇幸福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
余堂江 巴南区姜家镇蔡家寺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巴南区卫生健康委三级调研员
匡帮明 巴南区接龙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熊 果 巴南区住房城乡建委城镇化工作管理

服务中心干部

长寿区

黄兴寿 长寿区八颗街道曙光村村民
樊大东 长寿区何樊蔬菜种植基地经理
胡君莉（女） 长寿区云集镇大同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张文龙 长寿区石堰镇干坝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长寿区畜牧兽医事务中心畜禽废弃物利
用科负责人

罗小蓉（女） 长寿区龙河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

樊学武 长寿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区扶贫办副
主任

江津区

杨治加 江津区圣泉街道圣泉社区居民
周锡英（女） 江津区支坪镇天堂村村民
甘正祥 江津区李市镇洞塘村党委书记
简显彬 江津区柏林镇华盖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
王 利 江津区白沙镇复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江津区委统战部民族宗教科科长
皮雳雳 江津区中山镇常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江津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府治理研究
科科长

张世英（女） 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区扶贫办
主任

黎 伟 江津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合川区

刘 均（女） 合川区双槐镇黄土村村民
胡 杨（女） 合川区小沔镇小沔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委员
陈昌华 合川区燕窝镇高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廖先彬 合川区太和镇晒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陆建红 合川区渭沱镇金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合川区教育会计核算中心主任
谭廷佐 合川区香龙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李逢春 合川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永川区

黄乾丰 永川区松溉镇鱼岭村村民
陈邦琼（女） 重庆市菌雅食用菌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周先进 永川区吉安镇石松村党总支书记
赵治国 永川区临江镇天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永川区教育经费核算中心副主任
徐 燕（女） 永川区朱沱镇党群办主任、扶贫办

负责人
杜清明（女） 永川区委农业农村工委副书记、区

扶贫办副主任

南川区

李朝文 南川区朝文粮食加工经营部厂长
袁 刚 南川区宏通袁服装厂厂长
魏先曼（女） 重庆红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理事长
王永强 南川区三泉镇窑湾村村委会主任
任小强 南川区头渡镇前星村党总支书记
邹书令 南川区太平场镇河沙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
沈仕勇 南川区峰岩乡正阳村驻村第一书记，南

川区中医院中医基层指导科科长
吕德容（女） 南川区德隆镇银杏村驻村第一书

记，南川区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一级主任科员
陈 庞 南川区南城街道社保所工作人员
陈朝红（女） 南川区西城街道社保所所长
陈 俊 南川区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胡 彬 南川区委农业农村工委副书记

綦江区

杨基雄 綦江区赶水镇石房村村民
蒋明伦 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村民
张绍尧 綦江区郭扶镇高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欧 强 綦江区东溪镇草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余 柯 綦江区篆塘镇古歧村驻村第一书记，綦

江区交通局农村公路管理科科长
张彩洪 綦江区打通镇扶贫办主任
曹长科 綦江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区扶贫办主任

大足区

杨正刚 大足区珠溪镇小滩村村民
杨大刚 重庆市宝顶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忠君 大足区高坪镇高峰村综合治理专干
梁 帅 大足区龙水镇车铺社区党支部书记
魏朝华 大足区珠溪镇小滩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大足区委政法委国安科科长
曾 钊 大足区龙石镇党政办主任
石朝勇 大足区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厚宽 大足区政府信息网络中心信息公开科

科长

璧山区

曾维宽 璧山区来凤街道鹿河村村民
薛乐勇 璧山区正兴镇大面坡村党总支书记，璧

山区正兴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蔡廷江 璧山区丁家街道三五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璧山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科长
巫廷建 璧山区扶贫办副主任

铜梁区

罗元述 铜梁区水口镇树荫村村民
周光学 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村民
郑显琼（女） 铜梁区安溪镇金滩村党支部书记
陈 鹏 铜梁区维新镇沿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副主任

赵先平 铜梁区水口镇树荫村驻村第一书记，重
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值班室值班经理

陈韵颐（女） 铜梁区西河镇扶贫办负责人
杨德胜 铜梁区扶贫办副主任

潼南区

吴兴碧（女） 潼南区梓潼街道李台村村民
陈春兰（女） 潼南区上和镇青龙村村民
陈家秀（女） 潼南区塘坝镇觉山村村民
薛吉友 潼南区卧佛镇天台村村民
李 荣 潼南区上和镇冬冲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夏金龙 潼南区小渡镇双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夏忠琼（女） 潼南区新胜镇钟峰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唐正卫 潼南区田家镇小桥社区综合治理专干
胡 江 潼南区米心镇苦竹村驻村第一书记，潼

南区人力社保局基金监管和审计科科长
黄周波 潼南区玉溪镇新田社区第一书记，潼南

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职工
刘 艳（女） 潼南区双江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张亚玲（女） 潼南区古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廖世祥 潼南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荣昌区

李永兴 荣昌区观胜镇银河村村民

于正强 重庆市禾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包
镇转龙粉条产业社区副主任

卢正才 荣昌区远觉镇蔡家坪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况朝贵 荣昌区清流镇龙井庙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邓克翔 荣昌区远觉镇高观音村驻村第一书记，
荣昌区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

吴永胜 荣昌区河包镇核桃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荣昌区河包镇武装部长、副镇长

姜秀梅（女） 荣昌区盘龙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

黎海林 荣昌区农业农村委扶贫科科长

开州区

邓小英（女） 开州区敦好镇白岩村村民
刘世国 开州区温泉镇和平村村民
郭乾芬（女） 开州区紫水乡龙茶村村民
孙扬科 开州区三汇口乡白杨村党支部副书记，

开县扬科种植股份合作社理事长
蒋开均 开县泰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喻海波 开州区渠口镇毛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重

庆市开州区桃坪种植股份合作社理事长
周康云 生前为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党支部

书记
叶小丽（女） 开州区温泉镇坪梁村村委会主任
向祖明 开州区丰乐街道光芒村村委会主任
官昌明 开州区郭家镇盆丰村党支部书记
贾开常 开州区白鹤街道登云村党支部书记
王俊杰 开州区雪宝山镇罗家村驻村第一书记，

开州区纪委监委驻区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纪检监
察一科科长

刘 耀 开州区高桥镇新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共
青团开州区委发展与权益部副部长

刘汪洋 开州区大德镇磨梁村驻村第一书记，开
州区招商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陈 曦 开州区渠口镇茶香村驻村第一书记，重
庆开州港务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

徐宏鑫 开州区正安街道白华村驻村第一书记，
开州区商务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

李 皓 开州区财政信息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李云飞 开州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陈华东 开州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区长
谭 希 开州区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农村公路科

科长
韩 萍（女） 农行开州支行个贷中心主任

梁平区

任本乾 梁平区复平镇小山社区居民
高丙华 梁平区福禄镇陆坪村村民
邓大飞 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蒋俊淑（女） 梁平区蟠龙镇老林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张玉良 梁平区柏家镇三新村驻村第一书记，梁

平区教委考试中心副主任
谢文江 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驻村工作队副队

长、党总支副书记，梁平区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邓元科 梁平区大观镇党委书记
周淑平 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区脱贫攻坚

办主任
徐治国 农行梁平支行副调研员

武隆区

石帮华 武隆区桐梓镇繁荣村村民
何晓群（女） 武隆区接龙乡小坪村村民
王建华 武隆区厚德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理事长
张树学（女） 重庆市山嫂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谭华胜 重庆市泰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习周 武隆区凤山街道蒲板村村委会主任
冯银海 武隆区石桥乡天池村党支部书记
陈海燕（女） 武隆区平桥镇乌杨村党总支书记
黄朝林 武隆区赵家乡香房村党总支书记
谭武斌 武隆区长坝镇大元村党总支书记
何 军 武隆区沧沟乡青杠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武隆区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中心副主任、
七级职员

杨宗升 武隆区江口镇荆竹坝村驻村第一书记，
武隆区财政局评审中心副主任、八级职员

张向东 武隆区黄莺乡复兴村驻村第一书记，武
隆区扶贫办社会扶贫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郭守顺 武隆区火炉镇筏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武隆区委组织部政研室主任、七级职员

王 兰（女） 武隆区芙蓉街道扶贫专干
宗小华 武隆区后坪乡党委书记
陈清松（土家族） 武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程建平 武隆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城口县

于光润 城口县治平乡岩湾村村民
蔡芝兵 城口县修齐镇石景社区村民
王 姣（女） 重庆四季五谷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下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