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6版）
马宗品 城口县宗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敖长龙 城口县嵘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文由洲 城口县河鱼乡河鱼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文道勇 城口县双河乡永红村党支部书记
尹 生 城口县巴山镇农民村党支部书记
李明旭 城口县明中乡云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吴明有 城口县高楠镇黄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何国权 生前为城口县复兴街道柿坪村驻村第

一书记，城口县复兴街道办事处督查办主任
朱大为 城口县明通镇金六村驻村第一书记，城

口县水利局水利科副科长
刘 伟 城口县咸宜镇明月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城口县非税收入征收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冯 勇 城口县左岚乡党委书记
曾天号 城口县高燕镇扶贫办副主任、脱贫攻坚

突击队队员
谭清松（女） 城口县高观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蒲云权 城口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培训部副

主任
王晓斌 城口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袁开勇 城口县委副书记
李广清 城口县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县长（挂

职），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离退休部
主任

李建成 城口县政府副县长（挂职），山东省临沂
市兰山区委常委

宋 康 城口县坪坝镇前进村驻村第一书记，水
利部河湖司一级主任科员

丰都县

梁国贤 丰都县三合街道刀溪村村民
熊 勇 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村民，丰都县欣

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国海 丰都县双路九重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范淑英（女） 丰都县麻辣兄弟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
彭小华 丰都县鼎弘柠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刘 杨（女） 丰都县南天湖镇高庄坪村党支部

书记
余实权 丰都县保合镇余家坝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胡 容（女） 丰都县兴义镇双桂场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
程永周 丰都县都督乡后溪村党支部书记
黄春风 丰都县董家镇四角楼村党委书记
杨亚蓉（女） 丰都县十直镇莲花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丰都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机关物业
服务科科长

周建国 丰都县暨龙镇乌羊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丰都中学党委副书记

赵华金 丰都县兴龙镇铺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丰都县民兵武器装备仓库主任

董小峰 丰都县龙孔镇龙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丰都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朱 忠 丰都县高家镇党委书记
刘小炜 丰都县三建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王筱军 丰都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委主任
殷洪江 丰都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王连增 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鹏 丰都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挂职），山

东省滕州微山湖湿地管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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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 县

邓术华 忠县石宝镇云山村村民
邓勇刚 忠县白公街道马岭村村民
蒋治德 忠县汝溪镇团堡村村民
张 维 忠县马灌镇倒灌社区党支部书记，重庆

市忠县灌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亚萍（女） 忠县复兴镇凤凰村综合服务专干
吴顺祥 忠县忠州街道独珠村党支部书记
苟玉伟 忠县三汇镇永和村村委会主任
贺青龙 忠县黄金镇桃花村党支部书记
陈宗平 忠县新生街道裕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忠县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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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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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阳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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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鹏飞 云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挂职），山

东省乳山市委常委
常 喜 云阳县政府原副县长（挂职），中国进出

口银行客户服务管理部信贷业务管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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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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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鼎 奉节县委原常委、县政府原副县长（挂

职），华录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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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溪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

组副组长
朱百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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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勇 巫溪县政府党组成员（挂职），山东省泰

安市能源局副局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张维杞（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金
花村村民

范昌堂（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双
塘村村民

程财双（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铃乡华
阳村村民

王顺明（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益乡中
堆村党支部书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土垚农业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

王明香（女，土家族） 生前为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六塘乡六塘村本土人才

刘成勇（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坪
坝村党支部书记

杨 军（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八
龙村党支部书记

段应飞（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大歇镇流
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兵（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街道
照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卫生健康委宣教科科长

范启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前光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规
划建设管理环保办主任

秦光富（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朱
家槽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西沱镇党政办主任

谭德琼（女，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马武镇
宝连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马武镇党政办主任

刘 斌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校校长
冉 佳（女，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

道农业服务中心干部
杨凤杰（女，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街

道办事处扶贫专干
秦翠华（女，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镇

党委书记
岳良普（土家族）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教委教育扶

贫办主任
姚庆江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陈 杰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星乡观音村驻村
第一书记，四川红华实业有限公司红华分厂副厂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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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官庄

街道白杨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田 杰（女，土家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宋

农镇龙凤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陈 勇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凯街道晓教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覃远军（土家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溶

镇三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潘廷国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溪口镇草果村

党支部纪检委员
文道成（土家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溶

镇龙塘冲村驻村第一书记，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统
计局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

张晓峰（苗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溪口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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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灵镇云隘村
驻村第一书记，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纳税服
务科科长

刘 刚（苗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
政法书记、副镇长

彭应举（土家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池
镇镇长

冉惠文（土家族）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医保
局党组成员、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

曹 中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办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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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委党
组成员（挂职），山东省齐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刘勇涛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原副县长
（挂职），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专家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冉井财（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麻旺
镇正南村村民

李代现（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溪
镇杉岭村村民

池再军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红岩
村村民

陈长富（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后坪
乡王家村村民

董盼芳（女，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毛
坝乡新建村村民

田亚玲（女，苗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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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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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
河镇后溪村村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江氏农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冉俊丽（女，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天
馆乡魏市村扶贫专干

李雪飞（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庙溪
乡湘河村党支部书记

张儒瑶（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偏柏
乡苗坝村党支部书记

林 周（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双泉
乡双石村扶贫专干

胡青松（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黑水
镇平地坝村党支部书记

姚建华（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涂市
镇银岭村党支部书记

游 彪（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
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

简阳阳（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楠木
乡红星村党支部书记

冉景清（土家族） 生前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苍岭镇大河口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维稳科科长

石 伟（苗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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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
泉乡清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民意调查中心策划科科长

张 森（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丁市
镇汇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一书记，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委巡察三组正科级巡察专员

喻 磊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叶乡大板营
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检察院干部

潘誉木（土家族）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
镇黄连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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