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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德跃 武冈市文坪镇双龙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曾春燕（女） 武冈市龙溪镇党委委员

付润华 邵阳市双清区小江湖街道塔北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蔡谷英（女） 邵阳市湘郡铭志学校党支部副书记

陈历建 绥宁县李熙桥镇陈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岳阳市

任栩栩（女） 岳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

郭忠培 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界雄 湘阴县东塘镇党委书记

徐金娥（女） 汨罗市爱行天下扶贫助学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书记、会长

陈建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楼街道党工委书记

龙世友 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党委书记

李爱军 岳阳市云溪区松杨湖街道菱泊湖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彭玉壶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海路管理处党工委书记

郑湘平 平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

毛岳峰 岳阳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党务专干

李晏保 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教导员、一级警长

陈 昆 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第六党支部书记、市交通运

输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刘玉婷（女） 湖南国泰食品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党建专干

张鹏飞 岳阳县黄沙街镇党委副书记

常德市

任泽烟 澧县供销社原办公室主任，澧县澧阳街道群团组

织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朱金凤（女，苗族） 常德市第四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余习界 澧县复兴镇双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唐 骏（土家族） 临澧县新安镇党委书记

徐 杰 常德市鼎城区委办副主任

陈 浩 安乡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局机关党委书记

丁亚兰（女） 常德市武陵区芷兰街道柳菱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曾文杰 汉寿县委基层党建办主任、驻村办主任

刘大志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伍 玲（女） 常德市委宣传部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纪委书记

刘龙辉 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龙泉街道天福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李育美（土家族） 石门县三圣乡山羊冲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朱四文 常德市荣程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向华兴 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EHS

总监

陈良凯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三角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张家界市

卓志初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政协原主席，区委办退休干部

党支部书记

朱会云（土家族） 慈利县委办四级调研员

林新红（土家族） 桑植县思源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李 平 张家界市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党支部副书记、组

织委员，分会秘书长

向禹清（土家族） 张家界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科科长，永定区天

门山镇唐家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覃 利（土家族） 张家界市永定区茅岩河镇大米界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益阳市

陈智勇 益阳市资阳区直机关工委专职副书记、区委组织

部组织指导组组长

肖 红（女） 益阳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

谢苏坤 益阳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

文有洪 桃江县高桥镇党委书记

李建湘 湖南求剑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郭兴洲 益阳市资阳区迎风桥镇党委委员

廖建和 安化县委办四级调研员，县梅山生态文化园专职

党建指导员

辜 溯 南县城西中学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

钟 实 中国电信益阳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曹 慧（女） 益阳市人社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

项望楚 湖南城市学院本科教学评估办原正处级调研员，

离退休党委第三党支部书记

陈靖岚（女） 益阳师范学校党建专干

郴州市

周 成 宜章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县直

属机关工委书记

范培顺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彭 武（女） 郴州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唐懿珺（女） 郴州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

毛兰香（女） 湘南学院药学院党总支书记、分工会主席

陈崇波 临武县舜峰镇南塔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小林 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庄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袁兴山 郴州市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朱卫华 汝城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三级高级警长

李 萍（女） 资兴市唐洞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东东 郴州骨科医院党支部书记、外联部主任，市 C11 骨

科专科联盟办公室主任（兼职）

黄正学 宜章县政府办原副主任，县政府办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永州市

周元纯 原永州市冷水滩区财委党组书记、主任，花桥街镇

敏村党建指导员

蒋阳秋 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文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丁有文 祁阳市七里桥镇丁庙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蒋群峰 东安县白牙市镇茶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何春艳（女） 双牌县泷泊镇林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胡东仁 道县县委基层党建办主任

黎登文 宁远县柏家坪镇党委书记

胡纯辉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局长

赵 廷（瑶族） 江华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

王运忠 蓝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奉荣华（女）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卫计委党支部书记、主任

邓国林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学

生处主任

欧奇兵 新田县枧头镇云溪欧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怀化市

李婷香（女） 怀化市洪江区河滨路街道桃李园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艳芳（女） 中方县铜鼎镇党委副书记

李中平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爱香（女） 怀化市中心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

林长河（苗族）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诸葛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文利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国网怀化

供电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杨海鸥 怀化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主任

张小艳（女，苗族） 麻阳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

两新工委书记、县直机关工委书记

谌远麒（苗族） 怀化市直属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

倪北海 怀化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原政委、正处级侦查员，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张建方（苗族） 麻阳苗族自治县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林翰 怀化市全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殷素荣（女） 新晃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组织室主任、县直

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娄底市

成沛祥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康菊华（女） 娄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彭奇文 娄底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

喻长春 娄底市娄星区委基层党建办主任

王继红（女） 冷水江市三尖镇党委书记

吴旭平 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涟滨街道党工委书记

晏科成 娄底市司法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

司法局老干党支部书记

戴 敏（女） 涟源市白马镇组织室主任

谢阳建（女） 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道街心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左志雄 双峰县井字镇铜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献文（苗族） 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运大 龙山县委办三级主任科员，茨岩塘镇细车村党支

部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王海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直属机关工委原书记，州

直属机关工委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钟立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

彭武运（土家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信访室

四级调研员

易 勤 泸溪县兴隆场镇党委委员

麻建平（苗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党

委书记、支队长

徐和清（女） 永顺县人民医院行管后勤党支部副书记、感

控科科长

樊竹筠（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省直机关工委

廖国核 省民政厅直属机关党委（人事处）专职副书记（人事处长）

罗 宏 省发展改革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刘中开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局

系统工会联合会主席

吴振环 省政府办公厅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机关工会主席

钟 进（女） 省生态环境厅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机

关纪委书记

郭炳奎 省纪委监委驻省水利厅纪检监察组党支部书记、

副组长

肖金刚 省政协机关党委委员，研究室综合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伍赳鸠（女）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工会主席

唐艳明 中建五局三公司安装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立龙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党建工作处（党委宣

传部、巡察工作办）处长（部长、主任）

刘风华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事教育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省委教育工委

章小纯（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李中平 湖南工商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

党校副校长

许炉炉（女）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学院专职组织员、学

生第三党支部书记

邹华秀（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党总支书记

邹 勇 长沙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辰溪县罗子山瑶族

乡玉溪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易永平（女） 湖南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

刘亚琴（女）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组织人事

处处长兼党校副校长

省国资委党委

姚仲秋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欧志刚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宣传部部长

吴章松 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刘正根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养护管

理部党支部书记、部长

王 维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唐淑萍（女）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彭晓峰（女）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党

委统战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

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

赵石毛 醴陵市班龙服饰广场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张武军 新晃侗族自治县微爱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陈基良 湖南精量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陈亮伟 祁东县启航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三、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199 个）

长沙市

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党总支

宁乡市花明楼镇花明楼村党总支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井巷社区党委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金茂社区党总支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走马楼社区党委

长沙高新区雷锋街道党工委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党委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党委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党总支

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政院社区老首长工作室党支部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党委

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党总支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党委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党委

长沙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党委

衡阳市

常宁市塔山瑶族乡党委

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党委

衡阳市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

衡阳市第八中学党委

衡山县开云镇双全新村党总支

衡东县大浦镇青鸦村党总支

衡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耒阳市三架街道七岭社区党总支

衡阳市中医医院党委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党总支

衡阳市蔬菜研究所党支部

衡阳市审计局机关党委

祁东县过水坪镇党委

衡阳市蒸湘区联合街道党工委

衡阳县乡村振兴局机关党支部

衡阳市石鼓区潇湘街道演武坪社区党总支

衡阳市珠晖区东风街道前进里社区党总支

株洲市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转向架事业部工艺质量一部党支部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自动化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党支部

株洲市行业办公室友谊新村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茶陵县秩堂镇马吉村党总支

株洲钻石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党委

湖南金州（株洲）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株洲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

湘潭市

湘潭市岳塘区霞城街道阳塘村党支部

韶山市清溪镇火车站社区党委

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唐兴寺社区党总支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五米宽厚板厂轧钢车间党支部

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五里堆派出所党支部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左干渠管理处党支部

湘潭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党委

湘潭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党支部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士官学院党总支

邵阳市

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党总支

隆回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党支部

邵阳市资江学校党总支

湖南魏源康复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邵阳市中心血站党总支

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邵阳市双清区兴隆街道党工委

邵东市人民医院内科党支部

新宁县清江桥乡党委

邵阳市大祥区雨溪街道雨溪社区退休党支部

邵阳县罗城乡保和村党总支

邵阳市北塔区状元洲街道西湖桥社区党总支

新邵县坪上镇朗概山村党总支

武冈市湾头桥镇泻油村党总支

岳阳市

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党支部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机关党总支

华容县三封寺镇华一村党总支

湘阴县金龙镇燎原村党总支

临湘市羊楼司镇党委

汨罗市汨罗镇武夷山村党总支

岳阳市岳阳楼区奇家岭街道学院路社区党总支

岳阳市委办系统市委政研室党支部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党委

岳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机关党委

岳阳市中心医院党委

岳阳市商务粮食局离退休干部第五党支部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党支部

平江县汉昌街道洪家塅社区党总支

岳阳市君山区交通运输局港航所党支部

常德市

澧县农业农村局直属机关党委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党委

安乡县三岔河镇梅家洲村党总支

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税务局直属机关党委

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汤家山村党总支

常德市鼎城区委组织部机关党总支

汉寿县龙阳街道护城社区党总支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党委

湖南文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

临澧县人民医院住院部一党支部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西洲乡裕民村党支部

常德市鼎城区尧天坪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常德市武陵区南坪街道党工委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部党支部

张家界市

张家界天门小学党总支

桑植县澧源镇兴旺塔村党支部

张家界天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党支部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琵琶溪

景区管委会党支部

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山镇党委

益阳市

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街道洪家村社区党总支

南县南洲镇南洲村党总支

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党委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湘绣艺术学院刺绣设计与工艺专

业教师党支部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益阳供电分公司党委

桃江县中医医院党委

益阳市交通运输局机关离退休党支部

安化县蓝天幼儿园党支部

益阳市资阳区汽车路街道党工委

益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郴州市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阳光苑社区党总支

资兴市东江街道栗脚村党总支

郴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党支部

永兴县湘阴渡街道松柏村党总支

临武县信访局机关党支部

郴州市委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郴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汝城县土桥镇龙潭桥村党支部

嘉禾县普满乡石角塘村党支部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卷烟厂卷包车间党支部

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党委

桂阳县正和镇党委

安仁县金紫仙镇源田村党总支

永州市

祁阳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东安县老年大学党总支

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党支部

道县乐福堂乡党委

宁远县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党支部

江华九恒工业园党支部

蓝山县荆竹瑶族乡江源村党支部

新田县个私协会党委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金洞镇党委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仁湾街道长丰社区党委

永州市政协机关党委

永州市第一幼儿园党支部

永州市零陵区妇联机关党支部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五郎溪村党总支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党支部

中方县审计局机关党支部

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党支部

怀化市鹤城区城中街道三角坪社区党委

洪江市黔城镇茶溪村党委

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村党总支

溆浦县卢峰镇迎宾社区党支部

湖南方兴集团党支部

沅陵县凉水井镇白合村党支部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党支部

怀化市宏宇小学党委

麻阳苗族自治县兰里镇党委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洞坡村党总支

娄底市

国家税务总局娄底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党委

娄底市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双峰县甘棠镇党委

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党支部

新化县上梅街道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党支部

涟源市杨市镇板桥村党支部

冷水江市冷水江街道建新社区党支部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花溪村党总支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八队党委

涟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防控党支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党支部

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党支部

龙山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古丈县古阳镇古丈坪社区党总支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慈爱园党支部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三湘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省直机关工委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党支部

省纪委监委驻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党支部

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第一党支部

省广播电视局监听监看中心党支部

省统计局综合统计与经济研究室党支部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常德支队柳叶湖大队党支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党支部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管理处（烟基办）党支部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府网站部党支部

省援藏工作队前线指挥部党委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党委

省委教育工委

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高速列车研究中心教工党支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经济林教工党支部

湖南开放大学人文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艺术学院第一党支部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网络媒体学生党

支部

省国资委党委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建研二党支部

临澧天心种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湖南省湘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

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党支部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