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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衡阳市财政局

衡阳市林业局

衡阳市农业农村局

衡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衡阳市民政局

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东江村

帮扶工作队

衡南县卫生健康局

中共衡南县三塘镇委员会

中共衡南县云集街道工作委员会

衡南工业集中区驻衡南县近尾洲镇朱雅村帮扶工作队

衡南县硫市镇万龙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衡阳县岣嵝乡委员会

中共衡阳县界牌镇委员会

中共衡阳县洪市镇委员会

衡阳县卫生健康局

衡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衡山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衡山县店门镇委员会

衡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衡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衡东县民政局

祁东县玉合街道办事处

祁东县灵官镇枣园村支部委员会

祁东县纪委监委

祁东县教育局

祁东县粮市镇人民政府

祁东县工商业联合会

常宁市卫生健康局

常宁市纪委监委

常宁市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常宁市荫田镇双龙村帮扶工

作队

常宁市西岭镇石山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耒阳市坛下乡委员会

耒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耒阳市马水镇委员会

中共耒阳市太平圩乡委员会

中共耒阳市哲桥镇委员会

南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石鼓区角山镇人民政府

珠晖区东阳渡街道办事处

蒸湘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株洲市

中共株洲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株洲市教育局

株洲市财政局

炎陵县农业农村局

炎陵县鹿原镇人民政府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龙潭村村民委员会

炎陵县下村乡坳头村村民委员会

炎陵县水利局驻沔渡镇狮头村帮扶工作队

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茶陵县严塘镇委员会

茶陵县行业办、卫健局驻界首镇花甲村帮扶工作队

茶陵县腰潞镇枧田村村民委员会

株洲龙华循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攸县新市镇人民政府

攸县江桥街道杨木港村村民委员会

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攸县民政局驻渌田镇江联村帮扶工作队

醴陵市官庄镇人民政府

醴陵市财政局

醴陵市枫林镇彰仙村村民委员会

醴陵市政协机关、交通运输局、瓷城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驻官庄镇官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渌口区龙门镇李家村总支部委员会

渌口区教育局

中共渌口区朱亭镇委员会

湘潭市

湘潭县贫困帮扶中心

湖南省北马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共湘潭县茶恩寺镇茶花村总支委员会

湘乡市发展和改革局

中共湘乡市壶天镇委员会

湖南省湘中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韶山市农业农村局（韶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韶山市杨林乡团田村民委员会

中共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委员会

湘潭市雨湖区卫生健康局

湘潭市岳塘区教育局

湘潭市民政局

湘潭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湘潭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湘潭市教育局教育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科

湘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

邵阳市

中共隆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隆回县监察委员会

邵阳市隆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邵阳市隆回县教育局

邵阳市隆回县交通运输局

邵阳市隆回县水利局

邵阳市隆回县工商业联合会

邵阳市隆回县民政局

邵阳市隆回县农业农村局

邵阳市隆回县人民医院

中共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委员会

中共隆回县南岳庙镇委员会

中共隆回县三阁司镇委员会

中共隆回县大水田乡和平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隆回县荷田乡玖鹅村支部委员会

湖南省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委员会

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镇委员会

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驻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

镇金树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黄伞村支部委员会

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延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邵阳县医疗保障局

中共邵阳县委组织部

邵阳市邵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邵阳市邵阳县农业农村局

邵阳市邵阳县水利局

邵阳市邵阳县黄亭市镇人民政府

邵阳市邵阳县五峰铺镇人民政府

邵阳市邵阳县诸甲亭乡人民政府

邵阳市邵阳县河伯乡五皇村民委员会

邵阳市邵阳县蔡桥乡城塘村委会

邵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宁县水利局

邵阳市新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新宁县供电分公司

中共新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宁县监察委员会

邵阳市新宁县商务局

中共新宁县黄龙镇委员会

中共新宁县马头桥镇委员会

中共新宁县万塘乡委员会

邵阳市新宁县水庙镇湾子头村村民委员会

邵阳市新邵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邵阳市新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新邵县坪上镇委员会

中共新邵县寸石镇委员会

中共新邵县严塘镇委员会

邵阳市新邵县迎光乡顺水村村民委员会

邵阳市新邵县新田铺镇新光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新邵县委办公室驻坪上镇坪上社区帮扶工作队

邵阳市新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驻严塘镇黄家村帮扶工作队

新邵南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共绥宁县委组织部

邵阳市绥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邵阳市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民委员会

中共绥宁县河口苗族乡委员会

邵阳市绥宁县教育局驻武阳镇双龙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中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洞口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邵阳市洞口县教育局

邵阳市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洞口县茶铺茶场管理区委员会

中共洞口县古楼乡委员会

中共洞口县长塘瑶族乡委员会

邵阳市洞口县月溪镇管竹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武冈市委办公室

邵阳市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邵阳市武冈市卫生健康局

中共武冈市湾头桥镇委员会

邵阳市武冈市农业农村局驻邓家铺镇聚宝村帮扶工

作队

中共武冈市双牌镇四龙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武冈市龙溪镇歧塘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邵东市野鸡坪镇委员会

中共邵东市魏家桥镇委员会

邵阳市邵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邵阳市邵东市发展和改革局

邵阳市邵东市水利局

邵阳市北塔区民政局

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人民政府

邵阳市大祥区农业农村局

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镇人民政府

邵阳市双清区高崇山镇人民政府

中共邵阳市委政法委员会驻邵阳县长阳铺镇杉木岭村

帮扶工作队

政协邵阳市委员会办公室驻邵阳县九公桥镇长排村帮

扶工作队

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隆回县滩头镇坦联村帮扶

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邵阳市税务局驻绥宁县水口乡茅坪村帮

扶工作队

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驻邵东市斫曹乡野鸡坪村帮扶

工作队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驻武冈市稠树塘镇万福村

帮扶工作队

中共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邵阳市监察委员会

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

邵阳市教育局

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邵阳市水利局

邵阳市财政局

邵阳市农业农村局

岳阳市

中共平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

中共平江县加义镇委员会

中共平江县南江镇委员会

中共平江县天岳街道工作委员会

平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平江县财政局

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平江县委员会办公室驻大洲乡太平村工作队

平江县汉昌街道洪家塅社区居民委员会

平江县“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

岳阳县筻口镇人民政府

岳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岳阳县月田镇月东村村民委员会

华容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华容县东山镇委员会

中共华容县三封寺镇华一村总支部委员会

湘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湘阴县金龙镇委员会

湘阴县鹤龙湖镇东风村村民委员会

临湘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临湘市白羊田镇委员会

临湘市聂市镇同合村民委员会

汨罗市就业服务中心

汨罗市住建局驻长乐镇青狮村工作队

中共汨罗市罗江镇山秀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岳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委员会

中共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工作委员会

中共君山区钱粮湖镇委员会

君山区农业农村局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作部

中共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塘镇委员会

屈原管理区农业农村局

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岳阳市水利局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

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常德市

中共常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德市民政局

常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德市农业农村局

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德市财政局

常德市水利局

常德市医疗保障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卷烟厂

石门县财政局

石门县水利局

中共石门县壶瓶山镇委员会

中共石门县三圣乡委员会

中共石门县维新镇委员会

中共石门县子良镇谭村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石门县南北镇金河村支部委员会

桃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桃源县民政局

中共桃源县牛车河镇委员会

中共桃源县沙坪镇赛阳村支部委员会

常德市武陵区发展和改革局

常德市武陵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常德市鼎城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委员会

中共许家桥回维乡五宝山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汉寿县岩汪湖镇委员会

中共汉寿县太子庙镇金孔回族村总支部委员会

汉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汉寿县汉美蔬菜专业合作社

临澧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临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临澧县四新岗镇委员会

澧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澧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中共澧县码头铺镇委员会

中共澧县王家厂镇双庆村支部委员会

安乡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安乡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共安乡县三岔河镇委员会

津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津市市白衣镇委员会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农业农村局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局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张家界市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山镇委员会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茅岩河镇委员会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马头溪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合作桥乡八家

村工作队

张家界市永定区农业农村局驻后坪街道大庸所村工作队

张家界市永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委员会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组织部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委员会

中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街道双星村支部委员会

慈利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慈利县供电分公司驻慈利县三合镇关岩村工作队

慈利县水利局

中共慈利县高桥镇委员会

慈利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慈利县杨柳铺乡委员会

中共慈利县岩泊渡镇委员会

慈利县财政局驻溪口镇渔家村工作队

桑植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桑植县民政局驻桑植县人潮溪镇红旗村工作队

桑植县文旅广体局、张家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驻桑植县

芙蓉桥白族乡淋溪源村工作队

桑植县交通运输局

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人民政府

桑植县官地坪镇梯市村民委员会

湖南湘丰桑植白茶公司

张家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张家界市长沙商会

中共张家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张家界市监察委员会、

张家界市国家安全局驻桑植县官地坪镇梯市村工作队

中共张家界市委办公室、市委保密办、市档案馆驻桑植

县洪家关白族乡花园村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驻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

南坪村工作队

益阳市

中共赫山区衡龙桥镇委员会

赫山区泉交河镇新林村村民委员会

赫山区住建局

赫山区教育局驻会龙山街道大河坪村工作队

资阳区发展和改革局

中共资阳区新桥河镇委员会

资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长春镇先锋桥村工作队

安化县扶贫办

安化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

安化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安化县冷市镇委员会

中共安化县梅城镇委员会

安化县委组织部驻大福镇富民村工作队

安化县羊角塘镇塘九村党支部

桃江县扶贫办

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共桃江县三堂街镇委员会

桃江县驻安化县滔溪镇文溪村工作队

沅江市卫生健康局

沅江市民政局驻阳雀洪村工作队

中共沅江市黄茅洲镇委员会

中共沅江市泗湖山镇委员会

沅江市琼湖街道办事处保民村村民委员会

南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南县明山头镇委员会

南县教育局

共青团南县委员会驻南县三仙湖镇太平桥村工作队

大通湖区金盆镇人民政府

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益阳高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益阳市纪委、监察委员会驻安化县冷市镇金湖村工作队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益阳市农业农村局

益阳市扶贫办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

郴州市

郴州市北湖区保和瑶族乡人民政府

郴州市北湖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郴州市苏仙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人民政府

湖南省东江清水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资兴市州门司镇委员会

资兴市委驻州门司镇水南村帮扶工作队

资兴市教育局

中国共产党桂阳县莲塘镇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桂阳县舂陵江镇委员会

桂阳县教育局

中国共产党宜章县天塘镇委员会

宜章县发展和改革局

宜章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宜章县卫生健康局

宜章县黄沙镇晓夏街村村民委员会

湖南宜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永兴县马田镇委员会

永兴县水利局

中国共产党嘉禾县晋屏镇委员会

嘉禾县佳禾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嘉禾汇景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临武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临武县万水乡委员会

中共临武县花塘乡石门村总支部委员会

汝城县教育局

汝城县马桥镇人民政府

汝城县大坪镇人民政府

汝城县派驻濠头乡庙前村工作队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东山瑶族村村民委员会

桂东县财政局

桂东县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桂东县沤江镇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桂东县寨前镇新桥村支部委员会

安仁县金紫仙镇人民政府

安仁县灵官镇人民政府

安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湖南生平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郴州市派驻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东山村工作队

郴州市派驻桂东县沙田镇大水村工作队

郴州市派驻安仁县金紫仙镇福星村工作队

郴州日报社

郴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郴州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资兴东江狗脑贡茶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

永州市财政局

永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永州市交通运输局

永州市农业农村局

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永州市水利局

永州市总工会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永州办事处

永州市公安局

永州市民政局

永州市教育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永州供电分公司

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永州市商务局驻祁阳县下马渡镇青峰村帮扶工作队

永州市委政法委驻零陵区邮亭圩镇俄塘村帮扶工作队

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两

岔河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公司

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街道工作委员会

永州市冷水滩区水利局

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普利桥镇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永州市冷水滩区

监察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蔡市镇零东圩村总支部委员会

永州市零陵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永州零陵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室驻石岩头镇凤凰山

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文雷村总支部委员会

永州市祁阳市教育局

中共永州市祁阳市七里桥镇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祁阳市肖家镇龙凼村支部委员会

永州市祁阳市一中驻龚家坪镇双塘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永州市东安县横塘镇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东安县大庙口镇委员会

永州市东安县县派驻村帮扶工作管理办公室

永州市纪委监委驻东安县川岩乡白牙水村帮扶工作队

永州市东安县政府办驻井头圩镇廖家村帮扶工作队

永州市双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双牌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双牌县麻江镇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双牌县何家洞镇何家洞村总支委员会

永州市道县横岭瑶族乡人民政府

永州市道县卫生健康局

永州市道县祥霖铺镇人民政府

永州市道县蚣坝镇石马神村村民委员会

永州市道县桥头镇毛巾田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江永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永州市江永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永州市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委员会

永州市江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向光村村民委员会

永州市江永县政协驻兰溪瑶族乡香花井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委员会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审计局驻桥市乡野猪桥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驻白芒营

镇骥马塘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镇鹧鸪坝村支部委员会

湖南长锦成电器有限公司

永州市宁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宁远县教育局

永州市宁远县九疑山瑶族乡人民政府

中共永州市宁远县五龙山瑶族乡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宁远县冷水镇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宁远县柏家坪镇柏家坪社区委员会

永州市新田县政府办驻枧头镇龙家大院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永州市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委员会

中共永州市新田县陶岭镇委员会

永州市新田县农业农村局

中共永州市新田县新隆镇山田湾村总支部委员会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蓝山县供电分公司

永州市蓝山县浆洞瑶族乡茶源坪村村民委员会

永州市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州市蓝山县政府办驻荆竹瑶族乡凌江河村帮扶工作队

永州湘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仁湾街道办事处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金洞镇人民政府

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回龙圩镇马鹿头村村民委员会

怀化市

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怀化供电分公司

怀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怀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驻沅陵县筲箕湾镇田家坪村帮

扶工作队

中共怀化市委组织部驻溆浦县北斗溪镇沙坪村帮扶工作队

怀化市审计局驻麻阳县郭公坪镇长寿谷村帮扶工作队

怀化市沅陵县财政

怀化市沅陵县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碣滩茶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沅陵县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中共怀化市沅陵县借母溪乡借母溪村总支部委员会

怀化市沅陵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怀化市沅陵县人民医院驻沅陵县凉水井镇徐家村帮扶

工作队

中共怀化市沅陵县五强溪镇委员会

怀化市溆浦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怀化市溆浦县卫生健康局

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怀化市溆浦县供电分公司

怀化市溆浦县卢峰镇扶贫开发工作站

中共怀化市溆浦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驻水东镇溪口村帮

扶工作队

中共怀化市溆浦县北斗溪镇松林村总支部委员会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市溆浦县就业服务中心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和平溪乡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乡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三角坳村总支部

委员会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村镇建设管理办公室

中共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龙塘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车控村支部委员会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水利局驻万佛山镇山溪村帮扶

工作队

中共怀化市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辰溪县孝坪镇中溪村总支部委员会

怀化市辰溪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怀化市辰溪县教育局

怀化市辰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怀化市辰溪县科学技术协会驻辰溪县火马冲镇凉水井

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大酉橘海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怀化市会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怀化市会同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共怀化市会同县金竹镇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会同县马鞍镇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会同县团河镇向阳村支部委员会

湖南会同宝田茶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委员会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碧涌镇七甲坪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洞下场乡委员会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水路田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部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人民政府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林冲镇天堂村村民委员会

怀化市洪江市太平乡人民政府

怀化市洪江市龙船塘瑶族乡人民政府

怀化市洪江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怀化市洪江市人民法院

怀化市洪江市人民检察院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溪乡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地芒村总支

部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坳上镇戈盈村总支部

委员会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民政局驻太阳坪乡贯堡渡

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怀化市中方县委员会组织部

怀化市中方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共怀化市中方县中方镇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中方县蒿吉坪瑶族乡委员会

怀化市中方县铁坡镇活龙村村民委员会

怀化市鹤城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管理处

怀化市鹤城区民政局

中共怀化市鹤城区黄岩旅游度假区管理处大坪村总支

部委员会

中共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委员会

怀化市洪江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怀化市洪江区财政局

娄底市

娄底市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娄底市水利局

娄底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娄底供电分公司

娄底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新化县大熊山国有林场金龙

工区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娄底市委员会办公室驻新化县

西河镇三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驻涟源市安平镇四古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新化县委办公室

中共新化县委组织部

新化县教育局

新化县新型城市化工作办公室

新化县水利建设项目事务中心

中共新化县石冲口镇委员会

中共新化县桑梓镇委员会

中共新化县水车镇委员会

新化县纪委监委驻吉庆镇坪塘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新化县交通运输局驻文田镇桥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新化县曹家镇水江村总支部委员会

中共新化县金凤乡岩山湾村总支部委员会

新化县孟公镇中心卫生院

涟源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涟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涟源市财政局

涟源市水利局

中共涟源市渡头塘镇委员会

中共涟源市白马镇委员会

涟源市金石镇双合村村民委员会

涟源市人武部政工科驻涟源市七星街镇仙洞村驻村帮

扶工作队

涟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涟源市茅塘镇道童村

驻村帮扶工作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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