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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商务委

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跳磴镇人民政府

江北区

中共江北区石马河街道工作委员会
江北区农业农村委
江北区商务委

沙坪坝区

中共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委员会
沙坪坝区回龙坝镇人民政府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政府办公室（区对口支援办
公室）

九龙坡区工商联

南岸区

南岸区发展改革委
重庆经开区办公室

北碚区

北碚区静观镇吉安村村委会
中共北碚区柳荫镇委员会
北碚区纪委监委

渝北区

渝北区木耳镇良桥村党总支
渝北区大湾镇龙庙村党支部
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

巴南区

巴南区双河口镇塘湾村党委
巴南区双河口镇北隘口村驻村工

作队
中共巴南区姜家镇委员会
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区扶贫办）

长寿区

长寿区云台镇拱桥村村委会
长寿区海棠镇小河村村委会
长寿区双龙镇红岩村驻村工作队
长寿区长寿湖镇人民政府
长寿区住房城乡建委

江津区

江津区西湖镇百燕村村委会
江津区贾嗣镇龙山村党委
江津区蔡家镇茅湾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江津区嘉平镇委员会
江津区住房城乡建委

合川区

合川区隆兴镇天佑村党支部
合川区龙凤镇普场村村委会
中共合川区二郎镇委员会
合川区人力社保局
合川区水利局

永川区

永川区金龙镇金鼎村党总支
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永川区来苏镇委员会
永川区扶贫办

南川区

南川区东城街道黄淦村村委会
南川区南城街道半溪河村村委会
南川区金山镇院星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南川区河图镇委员会
南川区山王坪镇人民政府
南川区纪委监委
南川区住房城乡建委

綦江区

綦江区石壕镇万隆村党总支
綦江区石角镇千秋村村委会
中共綦江区永新镇委员会
綦江区扶欢镇人民政府
綦江区住房城乡建委

大足区

大足区高升镇先进村党支部
大足区宝顶镇古佛村村委会
中共大足区季家镇委员会
大足区拾万镇人民政府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

璧山区

璧山区丁家街道三五村党委
璧山区三合镇二郎村驻村工作队
璧山区扶贫办

铜梁区

铜梁区维新镇沿河村党支部
铜梁区安溪镇金滩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铜梁区太平镇委员会
铜梁区扶贫办

潼南区

潼南区别口镇老君村党支部
潼南区塘坝镇封坝村村委会
潼南区古溪镇狮桥村驻村工作队
潼南区花岩镇花岩社区驻村工作队
潼南区柏梓镇人民政府
潼南区住房城乡建委
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

荣昌区

荣昌区观胜镇银河村党总支
荣昌区河包镇经堂村党总支
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荣昌区吴家镇委员会
荣昌区扶贫办

开州区

开州区义和镇双店村党支部
开州区厚坝镇青坪村党支部
开州区金峰镇大义村驻村工作队
开州区和谦镇金山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开州区大进镇委员会
中共开州区麻柳乡委员会
开州区河堰镇人民政府
开州区关面乡人民政府
中共开州区委组织部
开州区住房城乡建委
开州区水利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开州供电分公司
重庆市钱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梁平区

梁平区曲水镇聚宝村党总支
梁平区星桥镇高都村驻村工作队
梁平区石安镇里程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梁平区紫照镇委员会
中共梁平区委组织部

武隆区

武隆区羊角街道艳山红村党总支
武隆区文复乡西山村党支部
武隆区沧沟乡大田村村委会
武隆区大洞河乡红宝村村委会
武隆区凤来镇高寿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武隆区芙蓉街道工作委员会
中共武隆区和顺镇委员会
中共武隆区白马镇委员会
武隆区火炉镇人民政府
武隆区发展改革委
武隆区交通局
武隆区农业农村委

城口县

城口县龙田乡仓房村党支部
城口县坪坝镇三湾村党支部
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城口县明通镇委员会
中共城口县北屏乡委员会
城口县庙坝镇人民政府
城口县鸡鸣乡人民政府
城口县农业农村委
城口县卫生健康委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城口供电分公司
重庆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丰都县

丰都县江池镇横梁村党支部
丰都县仙女湖镇卢家山村党支部
丰都县龙河镇金子庙村党支部
丰都县青龙乡黄岭村村委会
丰都县虎威镇大溪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丰都县三合街道工作委员会
中共丰都县十直镇委员会
中共丰都县包鸾镇委员会
丰都县湛普镇人民政府
中共丰都县委组织部
丰都县商务委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垫江县

垫江县高峰镇红星村党支部
垫江县五洞镇卧龙村村委会
垫江县砚台镇太安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垫江县大石乡委员会
垫江县住房城乡建委

忠 县

忠县新立镇青台村党支部
忠县任家镇天星村党支部
忠县善广乡上坪村村委会
忠县金声乡广兴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忠县官坝镇委员会
中共忠县拔山镇委员会
忠县双桂镇人民政府
忠县教委
忠县扶贫办

云阳县

云阳县龙洞镇朝阳村党支部
云阳县养鹿镇新禾村党支部

云阳县南溪镇平安村党支部
云阳县江口镇泥湾村党支部
云阳县红狮镇临江村村委会
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村委会
云阳县平安镇红关村村委会
云阳县新津乡新津村驻村工作队
云阳县云安镇铜鼓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云阳县渠马镇委员会
中共云阳县凤鸣镇委员会
中共云阳县双龙镇委员会
云阳县云安镇人民政府
中共云阳县清水乡委员会
云阳县盘龙街道办事处
云阳县发展改革委
云阳县交通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云阳供电分公司

奉节县

奉节县羊市镇万兴村党支部
奉节县兴隆镇小寨村党支部
奉节县康乐镇土坎村党支部
奉节县吐祥镇樱桃村村委会
奉节县安坪镇三沱村村委会
奉节县青莲镇新庙村村委会
奉节县人大办公室驻永乐镇白龙村

工作队
奉节县政协办公室驻安坪镇三马村

工作队
中共奉节县竹园镇委员会
中共奉节县汾河镇委员会
中共奉节县龙桥乡委员会
奉节县平安乡人民政府
奉节县教委
奉节县水利局
奉节县农业农村委
奉节县卫生健康委
奉节县扶贫办

巫山县

巫山县抱龙镇洛阳村党支部
巫山县官阳镇老鹰村党支部
巫山县巫峡镇陈家村村委会
巫山县曲尺乡月明村村委会
巫山县三溪乡桂坪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巫山县双龙镇委员会
中共巫山县大昌镇委员会
巫山县官渡镇人民政府
巫山县培石乡人民政府
巫山县交通局
巫山县水利局
巫山县农业农村委
巫山县鸿泰实业有限公司

巫溪县

巫溪县田坝镇白草村党支部
巫溪县古路镇观峰村党支部
巫溪县凤凰镇双玉村党支部
巫溪县双阳乡双阳村村委会
巫溪县城厢镇五新村村委会
巫溪县长桂乡孔梁村村委会
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巫溪县红池坝镇委员会
中共巫溪县蒲莲镇委员会
巫溪县徐家镇人民政府
中共巫溪县委组织部
巫溪县住房城乡建委
巫溪县交通局
巫溪县水利局
巫溪县扶贫办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悦崃镇水桥村党
支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石龙村党
支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黄鹤村
村委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黄鹿村
村委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驻
村工作队

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委员会
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河嘴乡委员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沿溪镇人民政府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
农行石柱支行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里仁镇李高村党
总支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洪安镇溜沙村党
支部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钟灵镇新厂村党
支部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大溪乡河西村村
委会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石堤镇保安村村
委会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龙池镇洞坪村驻

村工作队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清溪场镇葛麻村

驻村工作队
中共秀山土家族自治县宋农镇委

员会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隘口镇人民政府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清溪场镇人民

政府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溶溪镇人民政府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纪委
秀山土家族自治县教委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五福镇高桥
村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花莲
村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三角
村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可大乡吴家
村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两罾乡内口
村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浪坪乡浪水
坝村村委会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苍岭镇大河
口村驻村工作队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何家
岩村驻村工作队

中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黑水镇
委员会

中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
委员会

中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楠木乡
委员会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小河镇人民
政府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农发行酉阳支行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绍庆街道天
台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楼房
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高谷镇庞溪
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走马乡龙胜
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芦塘乡鞍子
岭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朗溪乡朗溪
村村委会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双龙乡马岭
村村委会

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保家镇
委员会

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义乡
委员会

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岩东乡
委员会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人民
政府

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组
织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委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力社保局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交通局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教育局

重庆高新区

重庆高新区金凤镇民政和社会事务
办公室

万盛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党委
万盛经开区南桐镇岩门村村委会
中共万盛经开区万东镇委员会
万盛经开区青年镇人民政府
万盛经开区扶贫办

中央在渝、东西扶贫协作、
市级单位和驻渝部队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
市财政局农业处
西南大学国内合作处
农发行市分行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扶贫集团驻丰

都县三建乡工作队
市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办
中国联通重庆公司扶贫办
农工党市委会社会服务处
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办
市政府外办机关党委

市国资委机关党办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西南事

业部
市政协办公厅扶贫集团驻云阳县泥

溪镇工作队
市水利局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处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

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市纪委监委扶贫集团驻城口县沿河

乡工作队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办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
中石油重庆销售分公司党群工作处
市委组织部扶贫集团驻开州区大进

镇工作队
市人力社保局工资福利处（市工资统

发中心）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办公室
市委网信办信息化协调处
市知识产权局机关党办
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综合处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党群办公室
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武隆区后坪

乡工作队
市高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
市检察院机关党委
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
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办事处
市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处
市烟草公司彭水分公司龙射烟叶工

作站
工行市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重庆三峡医专驻万州区走马镇冒水

村扶贫工作队
市教委扶贫集团驻巫溪县天元乡工

作队
市教委财务处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两江新区金山街道办事处
重庆三峡学院国内合作与交流处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工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安全保障处
市经济信息委机关党委办公室
市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办公室（扶贫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口

县分公司
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市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脱贫攻坚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农业农村委扶贫集团驻巫溪县红

池坝镇工作队
市农业农村委发展规划处
市工商联经济部
市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重庆琥珀茶油有限公司
市商务委消费促进处
市金融监管局银行保险处
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综合部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市文化旅游委扶贫集团驻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工作队
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农行市分行扶贫开发金融部
市卫生健康委扶贫集团驻黔江区金

溪镇工作队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
市体育局机关党委办公室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市供销合作社合作指导处
重庆市能源工会委员会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市委统战部办公室
民盟市委会社会服务志愿者总队
山东省扶贫协作重庆干部管理组
市扶贫基金会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人行万州中心支行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客运段
市烟草局（市烟草公司）扶贫办公室
审计署重庆特派办财政审计处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住户监测处
重庆大学国内合作办公室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扶贫办公室
国开行市分行客户四处
市扶贫办产业开发处
市扶贫指导中心
陆军军医大学政治工作处
陆军勤务学院政治工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