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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宏波 临澧县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黄宜平 临澧县修梅镇党委书记

傅 军 临澧县修梅镇玉皇庙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临澧县卫生健康局法监股长、行政许可办主任

廖可元 澧县县委书记

张 红 澧县澧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王松涛 澧县甘溪滩镇古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澧县博物馆副馆长

叶子淇 澧县涔南镇党委副书记

王直彬 澧县城头山镇扶贫专干

周宏林 安乡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周 成 安乡县黄山头镇党委书记

张 歆 安乡县安全乡党委副书记

曹安迅 安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乡镇办主任

郭飞勇 安乡县安障乡沙湖口村工作队队员，安乡县自

然资源局扶贫股股长

黄旭峰 津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永乐 津市市药山镇党委书记

戴红桃 津市市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津

市市农机事务中心副主任

傅 丽 津市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监测股股长、电大津市

分校教务科科长

袁世平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

覃亚兵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党工委书记

吴长春 鼎城区枉水灌区管理局金陵管理处职工

周 俊 西湖管理区教育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局长

刘常宏 西湖管理区发展改革统计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艾 磊 西洞庭管理区祝丰镇紫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西洞庭管理区发展改革统计局办公室主任

刘玉文 西洞庭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于思源 西洞庭管理区金凤街道办事处农办主任、扶贫

专干、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龚 杰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朱昌勋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劳动中心主任

董建华 常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

燕 妮 古丈县委常委、副县长，常德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四级调研员

谈海波 常德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督查考核科科长

张慧东 常德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李剑财 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江经济带和洞庭

湖经济发展科科长

谢 波 常德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力军 桃源县龙潭镇杜家坊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常德市自然资源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张四军 澧县甘溪滩镇太青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资与能源储备科科长

王晓凌 安乡县安障乡德兴社区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黄道松 临澧县佘市桥镇殷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中共常德市委办公室保卫科科长

周 锦 石门县子良镇陈家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常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夏小琼 临澧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戴菊华 西湖管理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区移民开发

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李明伐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党

总支书记

艾季翔 常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石门壶瓶山烟站站长

易小平 石门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汪 洋 桃源县观音寺镇道山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常德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传媒机构管

理科副科长

曹立勋 汉寿县卫生健康局健康扶贫办主任

张家界市

朱法栋 永定区委副书记、区长

漆辉玉 永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任生 永定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区

驻村办常务副主任

覃志勇 永定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汤建军 永定区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扶贫办主任

胡午阳 永定区教字垭镇党委书记

吴新燕 永定区谢家垭乡组织委员、乡人大主席

高忠红 永定区桥头乡桥头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卢洲星 永定区林业局派驻阳湖坪街道竹园塔村第一

书记兼工作队长、区林业局机关工会主席

李全胜 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派驻罗塔坪乡太坪

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温塘

派出所民警

白 波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副书记

陈圆圆 武陵源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姚 铤 武陵源区天子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

处主任

唐承元 武陵源区迎宾路居委会村党支部书记

毛中平 武陵源区委办驻协合乡黄家坪村第一书记、区

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建华 武陵源区政务中心驻协合乡李家岗村工作队

员、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熊廷文 武陵源区中湖乡驻石家峪村工作队员、中湖乡

工作人员

赵韩英 武陵源区纪委常委

戴必欣 慈利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褚世军 慈利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贫困监测股股长

邓伯秋 慈利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副主任

万正红 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党委书记

李久荣 慈利县苗市镇党委副书记

莫 浩 湖南慈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李元景 慈利县二坊坪镇占甲桥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

作队长，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干部

朱有生 慈利县金岩乡金竹山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兼

工作队长，县税务局干部

杜启志 慈利县零溪镇两岔溪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卓佼龙 慈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危房改造办公室主任

王云仙 慈利县南山坪乡梁山村党支部书记

赵云海 桑植县委副书记、县长

袁宏卫 张家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市驻村帮扶办副主任，桑植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

向延波 桑植县信访局工作人员

向 东 桑植县官地坪镇龙泉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兼工

作队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向左军 桑植县河口乡新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兼工作

队长，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桑植分局工会主席

胡小波 桑植县人潮溪镇中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桑植

县发展和改革局工业高新技术股股长

张太平 桑植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尚 雨 桑植县上河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钟 文 桑植县澧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卓尚茂 桑植县瑞塔铺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扶贫办主任

侯先华 桑植县应急管理局驻桑植县五道水镇茶叶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刘 芸 张家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

林成志 张家界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

谢晚琴 张家界市总工会驻慈利县零溪镇百寿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张家界市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

市总工会经审办主任

马海军 张家界市供电公司驻桑植县澧源镇兴旺塔村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五级职员

金 红 张家界市委统战部驻永定区天门山镇黄庄村

工作队队员，张家界市委统战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

陈金峰 张家界市气象局驻慈利县东岳观镇道林村工

作队队员，张家界市气象局执法队副队长

赵舶帆 张家界市驻村帮扶办综合组组长、市政务服务

中心技术保障部主任

杨建武 张家界市委宣传部派驻永定区四斗坪乡和平

村第一书记

益阳市

陈维民 赫山区委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叶思劲 赫山区欧江岔镇党委书记

岳云杰 赫山区兰溪镇金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兰溪镇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唐炳华 赫山区岳家桥镇大塘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岳家

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

夏 婷 赫山区扶贫办副主任

赵 理 赫山区衡龙桥镇白石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赫

山区委办公室秘书室干部

邹卫球 资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姚 敏 资阳区扶贫办副主任

胡 强 资阳区沙头镇纪委书记

黄升平 安化县梅城镇云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资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官季冬 资阳区长春镇龙凤港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刘勇会 安化县委书记

杨正华 安化县政协副主席、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肖新华 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卢映云 安化县东坪镇党委书记

吴盛梨 安化县南金乡党委书记

苏 琼 安化县平口镇驻山洋村扶贫队员，平口镇扶贫

站站长

邓超芝 安化云台山八角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青松 安化县大福镇木孔村党总支部书记

李迪陆 安化县田庄乡文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安化县梅山城投公司干部

蒋中华 安化县羊角塘镇王家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政府办督查专员

姚新生 安化县长塘镇岳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安化县公安局危爆大队教导员

刘剑忠 安化县烟溪镇通溪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安化

县卫健局扶贫办主任

罗歆辉 桃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符志军 桃江县纪委监委常委

黄佑奎 桃江县扶贫办贫困监测股股长

杨喜林 桃江县武潭镇善溪村党支部书记

周向荣 桃江县大栗港镇红金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桃江县交通运输局副科级干部

伍元才 桃江县武潭镇梅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桃江县民政局社会救股副股长

黄建军 沅江市胭脂湖街道杨梅山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沅江市财政局机关支部书记

蒋 峻 安化县仙溪镇芙蓉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沅江市

庆云山派出所副所长

黄智勇 沅江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刘自武 沅江市四季红镇阳雀洪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罗必胜 中共沅江市委副书记

袁建胜 沅江市南洞庭湿地保护与发展事务中心党委书记

肖 娟 南县县委副书记

邓楚江 南县青树嘴镇吉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南县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

夏 琳 南县中鱼口镇党委书记

张新良 南县明山头镇大木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县委

第一巡察组组长

余开见 南县浪拔湖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文有生 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易元香 大通湖区扶贫办专职副主任

曾 勇 大通湖区河坝镇党委书记

张心镜 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党委书记

罗晓皓 益阳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贺毅峰 益阳市市派驻村办副主任

袁新球 安化县乐安镇长赵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调研员

肖 飞 安化县南金乡将军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益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

陶家喜 桃江县松木塘镇三节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益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干部

孟祥梯 赫山区泥江口镇七里冲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益阳支会法律事务部部长

简国才 益阳市扶贫助学促进会会长

宋铁山 益阳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副主任

欧阳梅花 南县乌嘴乡党委副书记

孟国平 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驻金盆镇南京湖

村工作队队长

刘旺民 沅江市教育局派驻南嘴镇百家沟村工作队队

长、沅江市教育局扶贫办主任

尹志锋 安化县烟溪镇双烟村支部书记

黄庆明 湖南省助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虎军 桃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郴州市

王俊杰 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永春村第一书记、区派驻

村工作队队长，中国共产党郴州市第三中学第四党支部书记

黄乐军 北湖区驻村办常务副主任

朱 睿 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党委副书记

许文彬 北湖区纪委区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曹 嵘 苏仙区派驻大虾尾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副院长

王 凯 苏仙区驻村办常务副主任、区委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

邝英健 苏仙区许家洞镇党委书记

曾 科 苏仙区五里牌镇党委书记

雷丰华 资兴市汤溪镇党委书记

谢志祥 资兴市城乡和住房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巧英 资兴市委派驻州门司镇杨头村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资兴市半垅水库管理局副局长

胡运贵 资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李军翔 桂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赵鹏军 桂阳县白水瑶族乡党委书记、乡长

颜复权 桂阳县流峰镇漼江瑶族村支部书记

江俊安 桂阳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曦 桂阳县派驻芹溪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团县

委副书记

谭亮亮 宜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尹旭东 宜章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邓昌华 宜章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胡 忠 宜章县岩泉镇党委书记

黄 静 宜章县笆篱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曹国庆 宜章县瑶岗仙镇扶贫办主任

黄三红 宜章县浆水乡茅栗村党支部书记

陈占华 永兴县委副书记

李军运 永兴县洋塘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何细兰 永兴县龙形市乡扶贫站负责人

李 龙 永兴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李纯洁 永兴县派驻七甲乡南湾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

长，县委组织部科员

雷龙生 嘉禾县人民法院四级警长

胡海峰 嘉禾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雷衍雄 嘉禾县坦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林梦 嘉禾县自来水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

尹海莲 临武县委副书记

邝献勇 临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驻村办主任

陈金足 临武县纪委县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黄毅华 临武县派驻汾市镇麻城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政协临武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黄四平 汝城县委书记

何青松 汝城县委副书记

袁会卿 汝城县泉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欧永成 汝城县土桥镇龙潭桥村支部书记、主任

曹曲波 汝城县派驻暖水镇白溪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政协汝城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肖仁爱 郴州市派驻汝城县土桥镇足田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郴州就业服务中心档案科科长

谷新波 桂东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黄 刚 桂东县扶贫办党组书记

郭长松 桂东县东洛乡党委书记

郭洪波 桂东县新坊乡党委书记

扶国军 桂东县沙田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李火雄 桂东县驻村办主任、县委组织部基层党建办主任

朱永安 桂东县派驻青山乡罗家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主任）

卢良柏 安仁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张伟平 安仁县永乐江镇党委书记

周海鹰 安仁县洋际乡党委副书记

李锦文 安仁县派驻华王乡大塘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县二中校务委员

卢志斌 安仁县排山中心小学教师

许宇斌 安仁县教育局基教股长、扶贫办主任

张 桢 安仁县安平镇人民政府扶贫专干

李祖争 郴州市委保密办综合科副科长

刘 路 郴州市政府办秘书七科科长

李云秀 郴州市派驻宜章县竹梓塘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嘉禾县委四级调研员

谢甜甜 郴州市派驻安仁县渡河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

侯理实 郴州市派驻桂东县沤菜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宜章县税务局工会主席

朱孝雄 郴州市派驻汝城县高源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桂阳县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 漾 郴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办公室主任

陈一锋 政协郴州市委员会委员服务中心主任

朱细芬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校长

刘 杨 郴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科科长

颜红宇 郴州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

李小华 郴州市派驻宜章县桐木湾村工作队队长，市精

神病医院纪委书记

李建军 郴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 军 郴州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

李关付 郴州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

桂建华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郴州供电分公司党

委书记、副总经理

吴荣华 郴州市烟草专卖局职工

彭 伟 安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肖 岚 郴州市民政事务中心副主任

贺小妹 苏仙区坳上镇副镇长

周海斌 安仁县金紫仙镇扶贫站站长、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

黄运校 永兴县油麻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高兴国 宜章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罗秋桂 桂东县清泉镇夏丹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

欧建松 汝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永州市

曾俞运 永州市直机关工委纪检监察工委综合室副主任

郑燕斌 新田县新圩镇上禾塘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工科民警

杨各飞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新桥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

一书记，永州市委统战部行政法规科副科长

刘建军 冷水滩区牛角坝镇麦子园村扶贫工作队长兼

第一书记，永州市政府办公室社会管理科科长

唐继华 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扶贫办主任、农经科科长

陈启田 东安县白牙市镇大塘旺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

书记，永州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宋成文 蓝山县土市镇南岭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书

记，永州市委编办机构编制二科科长

蒋列勋 永州市审计局内审指导科科长

邓扬中 永州市委副秘书长、永州市委办常务副主任

周贤志 永州市接待服务中心主任

蒋博生 永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唐承志 永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段可杭 永州市人大农业委综合科科长

张志坚 永州市委政研室（市委改革办）改革协调科科长

左雅婷 永州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

伍致健 永州市零陵区人武部副部长

朱 鑫 东安县鹿马桥镇苏家岭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

一书记，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属营业部副部长

刘景义 道县审章塘乡审章塘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

书记，永州市烟草专卖局主任科员

李 健 宁远县九疑山瑶族乡和平村驻村工作队长兼

第一书记，永州市政府研究室办公室主任

周延年 道县梅花镇修义村驻村原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永州市委基层党建办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柏先明 永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

曾劲松 蓝山县浆洞瑶族乡甲背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永州市环保科研所原支部书记、副所长

张华林 金洞管理区金洞镇小金洞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党支部书记

周 文 祁阳县龚家坪镇窑头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永州市人防办法宣科科长

肖 柳 永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调研法规科科长

周秋平 新田县骥村镇黄公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永州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

欧阳能上 永州市市派驻村办常务副主任

柏劲松 永州市市派驻村办工作人员

刘 斌 阳县观音滩镇和平村驻村工作队原队员，市

扶贫办督查考核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邓 禹 永州市冷水滩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邹爱民 永州市冷水滩区黄阳司镇党委书记

何钢桥 永州市冷水滩区高溪市镇党委委员、党政办主

任、副镇长

莫 悔 冷水滩区伊塘镇山门口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区城市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蒋建辉 冷水滩区副区长

陈龙军 冷水滩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主任

黄国梁 零陵区石岩头镇党委书记

龙 军 零陵区委副书记

陈贵林 零陵区珠山镇党委书记

曾新吉 零陵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欧阳小婷 零陵区邮亭圩镇党委书记

邓 伟 零陵区人社局考核事务办（为民办实事办）负责人

唐海军 零陵区富家桥镇党委书记

王小丽 祁阳县委副书记

蒋明明 祁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邓卫芳 祁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唐琳玮 祁阳县下马渡镇党委书记

周 军 祁阳县羊角塘镇牛坪坳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

一书记，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蒋 将 祁阳县潘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贺铁山 祁阳县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原祁阳县大

村甸镇扶贫专干）

马春生 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村支部书记

陈昌世 祁阳县昌世助学基金会名誉会长

莫 逆 祁阳县八宝镇党委书记

蔡富强 东安县委副书记

陆辉华 东安县紫溪市镇党委书记

周 文 东安县石期市镇党委书记

雷勇华 东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

蒋小华 东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罗 颖 东安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副主任

张跃斌 永州市双牌县委副书记、县长

盘承辉 双牌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蒋 瑜 双牌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飞轮 双牌县五里牌镇党委书记

潘艳超 双牌县上梧江瑶族乡党委书记

欧阳健学 双牌县茶林镇新和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县林业局副科级干部

何庭云 双牌县泷泊镇九甲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县教育局督导室副主任

刘文军 永州市双牌县打鼓坪乡单江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杨三信 道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何进旺 道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熊克化 道县东门街道双塘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书

记，原县园林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欧光云 永州市道县白芒铺镇党委副书记

何圣志 永州市道县寿雁镇党委书记

熊春明 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刘文华 永州市道县上关街道七里岗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黄志坚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张国栋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长山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中南大学讲师，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常委、副县长

唐正亚 江华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 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黄零华 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镇党委书记

赵山涛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党委专职副书记

徐雪斌 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湘江村驻村工作队长

兼第一书记，县委编办科员

郭 辉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茫海洲村党支部书记

蒋剑平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党委书记

何福明 江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晓平 江永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和江平 江永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驻村办主任

陈毅辉 江永县夏层铺镇党委书记

蒋丽君 江永县源口瑶族乡党委书记

周远东 江永县源口乡七公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县商业办副主任

唐善空 江永县潇浦镇紫荆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书

记，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

罗桥生 永州市江永县源口乡小古漯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唐 何 宁远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永生 宁远县纪委监委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王进辉 宁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俞 琼 宁远县医疗保障局科员

蒋智辉 宁远县中和镇党委书记

黄小帅 宁远县鲤溪镇党委副书记

乐春妹 宁远县仁和镇人民政府扶贫站长

夏 帅 宁远县禾亭镇人民政府扶贫工作总队长

樊晋财 宁远县东溪街道凤阳村党支部书记

陈志华 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新田县委原常

委、原组织部部长）

唐文杰 新田县枧头镇党委副书记

刘季华 新田县枧头镇大观堡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县商务局副科级干部

黄祖发 新田县金陵镇磨刀岭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陈 巍 新田县石羊镇党委书记

罗成文 新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胡菁平 新田县骥村镇乌下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书

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肖亚飞 新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蒋洪军 新田县骥村镇党委书记

梁有余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强胜 蓝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龙国兵 蓝山县太平圩镇党委专职副书记

蒋一兵 蓝山县塔峰镇源桐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县烟草局职工

厉红玉 蓝山县财政局农业股股长

郑旭云 蓝山县湘江源瑶族乡人民政府扶贫专干

李月红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监工委主任

吕顺良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农

村工作局副局长，水利局副局长

石新峰 金洞管理区凤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周显荣 金洞管理区石鼓源乡扶贫站站长、石鼓源分场

副场长

邹文琴 回龙圩管理区回龙圩镇朱家观村驻村工作队

长兼第一书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黎登文 宁远县柏家坪镇党委书记

文巧群 东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谢惠敏 新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督查考核股股长

刘红雨 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原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

书记，永州市水利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匡雄峰 永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欧阳军 永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兼扶贫办主任

刘满宏 蓝山县大桥瑶族乡大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永州市财政事务中心管理八级职员

何尚博 道县寿雁镇空树岩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县畜牧

水产事务中心工会主席

怀化市

唐德长 怀化市农村公路建设办公室机关第二党支部

书记、七级职员

赵建喜 湖南海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杨 星 怀化市教育局教育扶贫专干

李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783 部队副政治委员

刘 尧 怀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龙晓炎 怀化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龙集武 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中共怀化市委政法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向 斌 芷江县三道坑镇芷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中共怀化市委党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吴传元 麻阳苗族自治县和平溪乡大坡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怀化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与农垦科科长

肖 准 会同县若水镇望东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怀化市委网信办综合科科长

郑 舟 辰溪县安坪镇九岩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信息技术管理科副科长

黄建成 洪江市岔头乡水尾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怀化市商务局 12312 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主任

易 军 怀化市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内务组组

长，怀化市老龄人活动中心管理所办公室副主任

易中华 沅陵县委员会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刘志伟 沅陵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沅陵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田学武 沅陵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陈湘英 沅陵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童志刚 沅陵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

刘 毅 沅陵县沅陵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镇长

肖立新 沅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 超 沅陵县明溪口镇委员会副书记

刘招武 沅陵县杜家坪乡柳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桉豪 沅陵县筲箕湾镇扶贫工作站原副站长，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

田文利 沅陵县水利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马 源 溆浦县委员会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张克任 溆浦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平安 溆浦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绍庆 溆浦县教育局教育扶贫办公室主任，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副主任

舒均军 溆浦县北斗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彭开华 溆浦县双井镇副书记

张恩军 溆浦县大江口镇扶贫开发工作站站长

米先曲 溆浦县小横垅乡罗子山村党总支书记

马良田 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长寨联合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会同县农业局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

张利平 溆浦县卢峰镇桥头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溆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向 斌 怀化市晟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强 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周 燕 麻阳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部长

舒采方 麻阳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圣 杰 麻阳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办公

室主任，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谌建民 溆浦县桥江镇灶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怀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刘志凌 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郑发义 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漫水社区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田连春 麻阳苗族自治县郭公坪镇米沙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成宝 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柑子园村党支部书记

唐伟 湖南麻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杨秀芳 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夏益民 通道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

员会主任

刘华勇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党委书记

陈宪早 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镇党委副书记

袁 玲 通道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善柳 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吴吉宪 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陇城镇远冲村党支部书

记、主任

侯建呈 洪江区桂花园乡岩门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洪江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欧胜军 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杉木桥村帮扶工作队

原队长兼第一书记，通道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地环股

原股长

龙开灯 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上岩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通道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一级科员

万 里 辰溪县委副书记

张 军 辰溪县辰阳镇党委书记

周 丹 辰溪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联席会议办公

室原主任，辰溪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提名人选

张益和 辰溪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良友 辰溪县龙泉岩乡党委副书记

杨 兵 辰溪县黄溪口镇扶贫工作站专干、黄溪口镇便

民服务中心主任

米晓慧 辰溪县锦滨镇石溪溶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辰溪县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

李代云 辰溪县田湾镇鸡岩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辰溪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建办主任

张 勇 辰溪县龙头庵乡大村村帮扶工作队队员，辰溪

县教师进修学校办公室主任

刘仁忠 辰溪县柿溪乡纱帽坪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向 华 会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龙集昌 会同县青朗侗族苗族乡扶贫工作站站长

张立新 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

级主任科员

刘 斌 会同县炮团侗族苗族乡岩头坪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县交通运输局专职副局长

杨大干 会同县堡子镇胜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会同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副书记

胡海平 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党委书记

朱晓君 会同县地灵乡团结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吴青云 会同县林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向培松 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利溪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龙水平 芷江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杨小华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党委书记

曹 平 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镇园溪口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

张茂云 芷江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

改造中心主任

杨小英 怀化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海燕 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郑 蕾 芷江侗族自治县公坪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杨 婧 芷江侗族自治县罗卜田乡人民政府扶贫专干

姚武鸣 芷江侗族自治县土桥镇三和新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县人民法院法官

臧作尚 新晃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吴吉礼 新晃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杨正荣 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党委副书记

廖清俊 新晃侗族自治县凉伞镇扶贫工作站站长，经济

发展办公室主任

杨明勇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高铁新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员

谭成强 新晃侗族自治县步头降苗族乡天雷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监察委

员会委员

胡林伟 长沙市暖心社工综合服务中心新晃办事处主任

刘敬唐 新晃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 军 洪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易汉成 洪江市岔头乡党委书记

付立军 洪江市塘湾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黄渊华 洪江市黔城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贺大发 洪江市安江镇高阳村党总支副书记

杨贤德 洪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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