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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芳 洪江市深渡苗族乡上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洪江市审计局重大项目和政策跟踪审计股长

陈全新 洪江市黔城镇沅江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会主席

吴鹏成 靖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储昌春 靖州县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粟深福 靖州县委办副主任

姚春明 靖州县甘棠镇党委书记

蒋和平 靖州县渠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飞山便民服

务中心党总支书记

杨 阳 靖州县文溪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李 平 靖州县平茶镇小岔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石 凯 靖州县寨牙乡寨牙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县疾控

中心副主任

张长江 中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春斌 中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

田 华 中方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竟宇 中方县桐木镇党委书记

李 欣 中方县新路河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团主席

江长松 中方县袁家镇水仙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雷家元 中方县花桥镇白沙溪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杨春梅 中方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聂景东 鹤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夏赞良 洪江市茅渡乡颜容村党支部副书记

潘谋志 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军 鹤城区凉亭坳乡党委会书记

张镂尘 鹤城区黄金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肖 方 鹤城区黄岩管理处白马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丁小林 鹤城区凉亭坳乡竹林湖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易 左 洪江区政协联工委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

曾领明 洪江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向培章 洪江区桂花园乡堆边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区教育局职成股股长

黄静波 洪江区桂花园乡桂花园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区

桂花园乡司法所所长

李克云 洪江区桂花园乡岩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陈 彪 沅陵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股副股长

肖洪斌 中方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县新建镇黑禾田村原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崔伟民 怀化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副调研员

黄俊保 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枫木村党支部委员（原

党支部书记）

曹军锋 鹤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原鹤城区

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郝 雪 鹤城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 森 洪江市熟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金凤 洪江区横岩乡菖蒲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井 芳 靖州县新厂镇党委副书记

谢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603 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

处处长

娄底市

周云华 娄底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曾 丹 娄底市发改委农经科科长、市易地扶贫搬迁联

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

颜文辉 娄底市广播电视台对上报道部主任

匡英姿 娄底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科长

邱琼芳 娄底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

陈 兵 娄底市卫健委驻双峰县杏子铺镇合心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主任

刘 超 娄底市委统战部驻涟源市桥头河镇新塘村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娄底市侨联党组成员、

秘书长

彭仲舒 双峰县沙塘乡九龙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干部

张学锋 新化县吉庆镇宋家岭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

谢 璐 娄底市教育局派驻涟源市三甲乡新玉峰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彭 啸 娄底市委政法委派驻新化县天门乡鹅坪村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市法学会办公室副主任

肖鸿杰 新化县白溪镇大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共青团娄底市委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

贺建国 娄底市残联派驻涟源市古塘乡古仙界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市残联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朱海雄 娄底市工信局派驻涟源市龙塘镇江口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科科长

李国富 涟源市枫坪镇龙师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市烟草专卖局主任科员

左志锋 新化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

罗随厚 新化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鄢洛阳 新化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梁海雄 新化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

谢俊华 新化县民政局救助股股长

罗轶民 新化县洋溪镇党委书记

刘群群 新化县奉家镇党委书记

邹 丹 新化县炉观镇党委书记

曹利生 新化县琅塘镇党委书记

袁 宏 新化县西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何颜斌 新化县吉庆镇党委专职副书记

刘建新 新化县科头乡石章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科头乡党委委员

刘 征 新化县白溪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李柏平 新化县发展和改革局驻田坪镇鹏程村驻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新化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监

测中心主任

刘建华 新化县应急管理局驻温塘镇支华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新化县应急管理局人事股股长

张梦雄 新化县桑梓镇塘冲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刘石玉 新化县琅塘镇光明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吴松林 新化县三联峒冰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红梅 新化县科头乡原文化站站长、汝溪群工办副书

记、友谊村驻村干部

袁梦华 涟源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洪池 涟源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志富 涟源市农业农村局产业扶贫办主任

周新科 涟源市桥头河镇党委书记

肖安乐 涟源市三甲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郭慕升 涟源市湄江镇党委副书记

聂春霞 涟源市古塘乡党委副书记

童欢恕 涟源市杨市镇扶贫办主任

吴永修 涟源市龙塘镇江口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戴汉骄 涟源市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市驻村办常务副主任

李 霞 涟源市桥头河镇甘冲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涟源市城市管理指挥调度服务中心主任

刘清锋 涟源市伏口镇胡家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涟源市民政局法制信访股股长

龚高强 涟源市安平镇石联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涟源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

郭冠华 涟源市金石镇大湄村原主任

屈伟洋 双峰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曹 灿 双峰县花门镇党委书记

黄桂海 双峰县脱贫攻坚联合办综合组副组长

邓雄辉 双峰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罗利英 双峰县财政局农业股股长

赵伟荣 双峰县青树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彭益来 双峰县石牛乡党委委员

肖望春 双峰县沙塘乡民实村党支部书记

吴 扬 双峰县花门镇洲上桥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双峰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副局长

罗建和 国网双峰县供电公司驻杏子铺镇欧源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伍鹤群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颜拥军 娄底市娄星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周俊华 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党委书记

聂力军 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万富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市娄星区交通运输局人事股副股长

吴燕玲 娄底市娄星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支部书记

陈创业 冷水江市委副书记

欧阳志康 冷水江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吴超华 冷水江市三尖镇党委副书记，原驻官溪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副队长，第一书记

梁中才 冷水江市渣渡镇党委副书记

刘春波 冷水江市金竹山镇太中居委会支部书记、主任

兼扶贫专干

李华成 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康志平 湖南新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理

张旭烁 涟源市枫坪镇扶贫办主任

杨海军 娄底市委办公室秘书二科科长

方第晓 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事科科长

湘西自治州

杨 进 湘西自治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办公室副主任、

州委脱贫攻坚办常务副主任

张 伟 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干部

叶立宏 湘西自治州驻村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向生平 湘西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 华 花垣县双龙镇桃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第一书

记兼工作队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商业联合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

沈学文 龙山县农车镇高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湖

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湘西自治州办事处职工

刘 兵 湘西自治州交通建设中心主任

田 静 湘西自治州医疗保障局干部

梁永秋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自治州中心支行副主任科员

鲁邦柱 湘西自治州发改委湘西办副主任

陈 彬 湘西自治州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干部

黄光炎 古丈县默戎镇盘草村第一书记、湘西自治州审

计局企业金融审计科科长

龙正峰 湘西自治州对接济南市东西部扶贫协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州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主任

向明爱 湘西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

与失业保险科科长

谭 力 湘西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主任

尚 涛 湘西自治州商务局办公室主任

卢丽臣 泸溪县合水镇呈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湘西州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科长

苏 各 古丈县高峰镇石门寨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第一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

联络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科科长

符家学 龙山县民安街道蒲家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湘西自治州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

员会副主任

樊神木 保靖县水田河镇中心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中国民主同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社会服务

部部长

向明贵 龙山县内溪乡双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第一书

记兼队长，湘西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局副科

级干部

周陆云 花垣县双龙镇排料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湘西自治州委基层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覃章海 龙山县靛房镇云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分行助

理专家

吴金照 凤凰县禾库镇早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科副科长

彭 搏 永顺县芙蓉镇兰花洞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第一书记，吉首军分区保障处中校处长

田开文 吉首市太平镇排杉村、排吼村原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湘西民族广播电视大学本科讲师

王京海 吉首市委副书记

谷纲要 吉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杨世建 吉首市精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吉首市统计局总统计师

向功春 吉首市驻村办副主任

田景友 吉首市河溪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动物防疫

站站长

陈 勇 吉首市马颈坳镇上坪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

吉首市交通运输局干部

张显求 吉首市丹青镇香花村党支部书记

吴丽艳 吉首市双塘街道办事处工会主席

田军文 吉首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忠耀 龙山县委副书记

储 军 龙山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田世忠 龙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田 沣 龙山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彭 科 龙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彭宾芬 龙山县里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维胜 龙山县内溪乡人大主席

向春雷 龙山县石牌镇党委副书记

彭 犇 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彭 飙 龙山县兴隆街道办事处白岩洞村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龙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江国宝 龙山县茨岩塘镇细车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田义富 龙山县桂塘镇双景村党支部书记

向明海 龙山县天一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 军 凤凰县委副书记

周 峻 凤凰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龙 江 凤凰县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邱 文 凤凰县水打田乡党委书记

龙献章 凤凰县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肖青春 凤凰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吴 勇 凤凰县筸子坪镇拉务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田仁稳 凤凰县茶田镇砂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吴晓东 凤凰县两林乡高岩村第一书记、烟叶生产管理

办公室干部

滕 源 凤凰县阿拉营镇舒家塘村第一书记、凤凰县委

宣传部干部

樊忠清 古丈县委副书记

姚祖军 古丈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学军 古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彭继明 古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党组书记、

局长、主任

李 俊 古丈县扶贫开发办党组书记、主任

聂可可 古丈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戴 辉 古丈县高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彭学康 花垣县委副书记

田宗武 花垣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钱 杨 花垣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石立新 花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梁春波 花垣县吉卫镇党委书记

石云中 花垣县委脱贫攻坚办督查考核组组长、花垣县

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吴勤明 花垣县雅酉镇高达村第一书记、湖南花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门副总经理

石东余 花垣县猫儿乡排腊光村第一书记、花垣县人民

检察院干部

石龙文 花垣县补抽乡大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周胜益 保靖县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

丁思清 保靖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党组

副书记、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朱 亮 保靖县普戎镇党委书记

杨 璞 保靖县长潭河乡党委副书记

段炜佳 国网保靖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胡 煊 保靖县扶贫开发办副主任

田 华 保靖县委办公室县委督查专员（兼县委督查室主任）

王泽蓉 保靖县毛沟镇科乐村第一书记、县委组织部干部

吴启鹏 湘西韵莱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周建武 永顺县委副书记

张艳阳 永顺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鲁开发 永顺县扶贫开发办党组书记、主任

覃基星 永顺县芙蓉镇党委书记

王贤群 永顺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副主任、县应急管理

局总工程师

符 平 永顺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向亚明 永顺县灵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贾光勤 永顺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办公室干部、永

顺县万坪镇副镇长

黄学渊 永顺县泽家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向 峰 永顺县两岔乡团结村第一书记、永顺县纪委干部

杜琴朋 永顺县润雅乡署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永顺县委组织部干部

陈 红 永顺县小溪镇长坪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曦文 永顺县砂坝镇爱民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石喜文 泸溪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向湖南 泸溪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文 奕 泸溪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贫困监测股股长

黄 娟 泸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股股长

向自瑞 泸溪县浦市镇都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泸溪县应急管理局干部

向方华 泸溪县洗溪镇党委书记

李昊明 泸溪县达岚镇党委副书记

吴鸿蕾 泸溪县武溪镇人民政府扶贫专干

符贵民 泸溪县潭溪镇盘古岩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贾高平 龙山县咱果乡克寨村支部委员会书记

莫 茜 湘西自治州扶贫开发培训中心副主任

麻金革 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石远军 古丈县默戎镇龙鼻嘴村党支部书记

舒 展 湘西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何雁群 湘西自治州委信息技术中心主任、州委脱贫攻

坚办督查考评组组长

张 海 湘西自治州驻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

作人员、湘西自治州动物卫生防疫工作站干部

熊庆发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湘西供电分公司驻

永顺县对山乡新龙村工作队员

省直机关工委
彭清华 省纪委省监委驻省扶贫办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何 勇 省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唐凤娟 省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部一级调研员

刘振峰 省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张登舟 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民主监督工作处二级主

任科员

彭 晖 致公党湖南省委会社会服务处处长

万 芳 省委办公厅审计处四级调研员

胡 真 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四级调研员

刘凯敏 省委组织部省派驻村办四级调研员

廖 旭 省委宣传部脱贫攻坚办常驻副主任、文明一处

二级调研员

朱松泉 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处长

吴助斌 省委外事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处副处长）

李才良 省直单位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副主任

张年文 省委老干部局人事处处长

邱振伟 省委党校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

肖诗军 省人大信访办一级调研员

赵超玉 省政协办公厅行管办一级主任科员

彭强华 省政府办公厅人事处四级调研员

刘昭华 省发改委湘西地区开发和对口支援处一级主

任科员

鲁荷阳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祖春 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处长

刘劲羽 省民宗委宗教团体服务中心科长

李 略 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四级警长

孙志远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

伍拥军 省司法厅组织干部处二级调研员

郭勇雄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一级主任科员

毛 彪 省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

曾华俊 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副处长

周 超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养护管理处处长

高万超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农村饮水水质监测中

心专职副主任

肖小波 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张蜀平 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邱 剑 省文旅厅财务处四级调研员

袁哲军 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健康扶贫办）四级

调研员

谢莹莹 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一级主任科员

卢晓卫 省国资委信息中心副科级干部

蒋煜林 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二级主任科员

虞 红 省药品监管局药品流通监管处副处长

罗 文 省广电局衡阳中波转播台值机员

余 佳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综合处人事处行政后勤

郑卫忠 省人防办财务处四级调研员

蒋 波 省信访局二级调研员

唐 蓉 省扶贫办开发指导处处长

黎 娟 省扶贫办规划财务处处长

彭亮瑜 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副处长

肖坤林 省扶贫基金会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邓圣明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

周勇军 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社长

奉永成 湖南日报社经济频道记者

周 雄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监

李 藜 湖南广播电视台快乐购有限责任公司芒果扶

贫云超市总监

陈春年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机关党委三级调研员

包小村 省农科院研究员

韩 伟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人事部部长

周志鹏 省长株潭两型服务中心外贷项目部四级调研员

文立平 省残联教育就业部副部长

夏旭东 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专技八级

伍先仁 龙山农商银行洗车支行支行长

孙 超 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记者

周 蓉 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办农业审计处处长

汪 涛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卓 星 张家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

杨璨榕 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一级主任科员

赵振球 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教育处一级助理员

曾粮斌 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邹洪波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客户三处副处长

文 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扶贫业务处处长

田卫华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凤凰县支行业务部

副经理

何燕姣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永县回龙

圩支行行长

周锡宏 广发银行湘潭支行高级主管

李惠琴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财务会

计部总经理

刘 翀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团体业务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唐翊翔 长沙5712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特级业务经理

聂路纲 国网湖南电力扶贫工作办公室处长

刘 松 省军区机关警备纠察队一中队四级军士长

聂波波 国防科大军事基础教育学院学员四大队副大队长

何日峰 武警总队第二军事监狱副营职干事

李艳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总站记者

姜文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总站记者

杨文靖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消费扶贫事业部部长

刘丽亚 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一级调研员

周 毅 省政府研究室综合调研一处副处长

宁顺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一级调研员

万崇伟 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一级调研员

曹海建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三级主任科员

黄 海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资处处长

陈 熙 湖南省委统战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处一级主

任科员

郑 晴 浏阳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张海霞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志坤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兼理事长

张 帆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颜晓华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湘北分公司副经理

张 炼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建筑分公司支

部副书记、经理

省委组织部
梁功年 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驻洞口

县杨林镇峨峰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王林志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省工商局）驻新邵

县迎光乡大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卫阳 湖南省地质院（原省有色地质勘查局）驻新宁

县一渡水镇潘家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黄新建 湖南省商务厅驻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新枧

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冯 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湖南省分会驻城步苗族

自治县五团镇金童山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陈石球 中共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驻隆回县山界

回族乡大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金 媛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驻隆回县山界回族乡架枧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俞欣荣 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驻绥宁县长铺

子乡党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钟亮锋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洞口县大

屋瑶族乡岩龙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丁铭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驻洞口县罗

溪瑶族乡宗溪中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谢小明 湖南工商大学驻新邵县龙溪铺镇卓笔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邵 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驻邵阳县

岩口铺镇金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蔡劲松 湖南省地震局驻邵阳县罗城乡扣子铺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罗梦华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驻武冈市水西门街道里仁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等军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驻

平江县三墩乡公平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林 若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驻平江县长寿镇

石堰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朱 浩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永定区教字垭镇

七家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许春光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驻慈利县洞溪乡乐庄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施佳伟 湖南省水运事务中心驻慈利县岩泊渡镇任氏

桥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周炎林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驻桑植县竹叶坪乡柳

浪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向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驻桑植县官地坪镇水流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志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驻桑植

县走马坪白族乡安家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罗延富 湖南城市学院驻安化县田庄乡高马二溪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蔡 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驻安

化县东坪镇羊公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向宽云 湖南省地质院（原省煤田地质局）驻安仁县金

紫仙镇源田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志刚 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驻安仁县金紫仙镇赤

滩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鲁云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驻双峰县石牛乡长丰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宁林波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驻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

镇如意社区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戴新华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

台）驻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东冲河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袁石头 湖南省湘水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南省水运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驻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贝江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程 屹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驻芷江侗族自治县

碧涌镇七甲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袁礼成 湖南日报社驻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

帮扶工作队副队长兼第一书记

罗克军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驻沅陵县二酉苗族乡施

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张 惠 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驻沅陵县官庄镇

丛溪口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彭 量 中共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驻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藕团乡老里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钟文化 湖南省地质院（原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驻辰溪县大水田乡垅山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梁利平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原省文化厅）驻会同县

高椅乡雪峰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张翱翔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驻溆浦县中

都乡长丰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 松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沅陵县大合坪乡团

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邹 勇 长沙师范学院驻辰溪县罗子山瑶族乡玉溪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肖瑞飞 湖南中医药大学驻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乡

张公坡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丁 尧 湖南女子学院驻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 昊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驻溆浦县双井镇伍家湾村

帮扶工作队队员

吴定州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驻麻阳苗族

自治县岩门镇玳瑁坡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郑方程 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驻沅陵县凉水

井镇六都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陈晓伟 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原省有色金属管

理局）驻涟源市伏口镇同心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王 勇 湖南省审计厅驻双峰县甘棠镇和谐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尚 杰 湖南省库区移民事务中心驻新化县白溪镇白

龙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谢胜文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驻新化县水车镇田家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龙明君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驻涟源市荷塘镇塘湾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陈秋生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驻新化县奉家

镇墨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江晓军 湖南省民政厅驻泸溪县武溪镇红岩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陈 军 湖南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驻泸溪县洗溪镇邓

家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戴卫东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驻保靖县碗米坡

镇沙湾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唐光泽 湖南省水利厅驻永顺县永茂镇卓福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戴海文 中共湖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驻永顺县芙蓉镇杨木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郭超华 湖南省总工会驻龙山县洗车河镇耳洞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黎咸兵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凤凰县麻

冲乡翻身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相涛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驻保靖县吕洞

山镇排捧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长良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龙山县

苗儿滩镇民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阳权利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驻龙山县茅

坪乡茶园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 锋 湖南医药学院驻凤凰县千工坪镇岩板井社区

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欧三任 湖南警察学院驻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启贵 吉首大学驻保靖县迁陵镇新码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傅寅哲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驻泸溪县洗

溪镇达力寨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熊伟著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泸溪县潭

溪镇楠木冲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邱 孝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驻凤凰

县山江镇樟坡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金平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驻花垣县花垣镇老天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张俊峰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驻永顺县首车镇

龙珠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棣华 中国航发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驻龙山县茨

岩塘镇比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罗 勇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局驻龙山县茅坪

乡长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彭大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驻龙山县农

车镇汝池社区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中央单位驻湘定点扶贫、
济南市湘西州东西部协作

涂洪涛 龙山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植保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蒋鹤鸣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实用新型审查部机械

工程处副处长

李东山 新田县委常委（挂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周 永 凤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中国石化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副经理

修大勇 花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长沙矿冶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孟建甫 中国中铁派驻桂东县沤江镇上东村第一书记,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郑济高铁项目部党

工委副书记

杨保华 通道县流源村驻村第一书记，中林集团雷州林

业局有限公司唐家林场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王金勇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分公司部

门经理

曹 镠 湖南大学团委书记

王文江 湘西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挂职）,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

副主任

王 勇 保靖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处级干部

张洪恩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商务局局长助理（挂职）

济南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

先进集体公示名单
长沙市

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

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长沙市水利局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宁乡市供电分公司

长沙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

雨花区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白箬铺镇淑一村总支委员会

长沙县农业农村局

长沙县金井镇人民政府

中共长沙县委办公室驻黄花镇黄花村驻村工作队

浏阳市教育局

浏阳市水利局

浏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浏阳市卫生健康局

浏阳市大围山镇人民政府

浏阳市张坊镇田溪村村民委员会

宁乡市发展和改革局

宁乡市教育局

宁乡市民政局

宁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衡阳市

衡阳市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衡阳市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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