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玑镇灵潭村工作队等587个集体和罗定迎同志等2462名个人予

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倍加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今明两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关键时期，各地各有关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要以通报表扬

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格，学习他们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攻坚精神，学习他们持之

以恒、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

大爱精神，咬定目标使劲干，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

以更大作为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不另行文）

附件：广东省 2016-2018 年脱贫攻坚突出贡献集体和个人

通报表扬名单



— 3 —

附件：

广东省 2016-2018 年脱贫攻坚突出贡献
集体和个人通报表扬名单

一、突出贡献集体（587 个）

（一）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491 个）

1.省直、中直驻粤单位（152 个）

省纪委监委驻南雄市珠玑镇灵潭村工作队

省委办公厅驻英德市九龙镇河头村工作队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驻新丰县梅坑镇梅坑村工作队

省政府办公厅驻乐昌市长来镇和村村工作队

省政协办公厅驻丰顺县汤西镇新岭村工作队

省军区驻东源县仙塘镇龙利村工作队

省委组织部驻英德市横石塘镇龙华村工作队

省委宣传部驻新丰县马头镇大陂村工作队

省委统战部驻仁化县周田镇平甫村工作队

省委政法委驻英德市大站镇大塘村工作队

省委政研室（改革办）驻翁源县翁城镇黄塘村工作队

省委外办驻仁化县红山镇新山村工作队

省委编办驻始兴县马市镇红梨村工作队

省委台办驻乐昌市五山镇小山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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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工委驻东源县顺天镇金史村工作队

省广电局驻阳山县杜步镇旱坑村工作队

省委党校驻兴宁市新圩镇船添村工作队

省委党史研究室驻丰顺县丰良镇西厢村工作队

省发展改革委驻翁源县翁城镇沾坑村工作队

省教育厅驻南雄市黄坑镇黄坑村工作队

省科技厅驻东源县黄村镇三洞村工作队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驻龙川县佗城镇佳派村工作队

省民族宗教委驻阳山县秤架瑶族乡秤架村工作队

省公安厅驻罗定市加益镇合江村工作队

省安全厅驻罗定市华石镇三屋村工作队

省民政厅驻新丰县丰城街道紫城村工作队

省司法厅驻丰顺县潭江镇大胜村工作队

省司法厅驻连州市龙坪镇龙坪村工作队

省财政厅驻龙川县鹤市镇鹤市村工作队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驻饶平县新圩镇长彬村工作队

省自然资源厅驻丰顺县汤西镇大罗村工作队

省生态环境厅驻惠来县靖海镇资深村工作队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驻丰顺县北斗镇拾荷村工作队

省交通运输厅驻紫金县九和镇金光村工作队

省水利厅驻湛江市雷州市沈塘镇茂莲村工作队

省农业农村厅驻雷州市乌石镇那毛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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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驻南雄市珠玑镇角湾村工作队

省文化和旅游厅驻翁源县周陂镇陈村村工作队

省卫生健康委驻英德市横石水镇江古山村工作队

省应急管理厅驻连州市保安镇卿罡村工作队

省审计厅驻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工作队

省国资委驻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工作队

省市场监管局驻南雄市珠玑镇中站村工作队

省市场监管局驻大埔县西河镇漳北村工作队

省市场监管局驻揭西县大溪镇大东村工作队

省体育局驻陆河县新田镇联安村工作队

省统计局驻乐昌市廊田镇白平村工作队

省港澳办驻大埔县大麻镇小麻村工作队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驻连州市丰阳镇湖江村工作队

省林业局驻雷州市沈塘镇揖花村工作队

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驻化州市杨梅镇低埇村工作队

省武警总队驻海丰县赤坑镇沙大村工作队

广州海事法院驻揭西县南山镇榕光村工作队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驻陆丰市陂洋镇古寨村工作队

省工商联驻汕尾市陆河县东坑镇新东村工作队

省总工会驻阳春市春城街道头堡村工作队

团省委驻乐昌市廊田镇廊田村工作队

省妇联驻南雄市乌迳镇孔塘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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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协驻遂溪县岭北镇西塘村工作队

省侨联驻惠来县鳌江镇山栗村工作队

省残联驻陆丰市甲东镇洋美村工作队

省贸促会驻南雄市坪田镇老龙村工作队

省社会主义学院驻阳山县黎埠镇大塘村工作队

省科学院驻大埔县西河镇上黄砂村工作队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驻英德市横石塘镇前锋村工作队

省供销社驻徐闻县和安镇公港村工作队

广东画院驻惠来县周田镇武宁村工作队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驻紫金县紫城镇升平村工作队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驻揭西县金和镇杜塘村工作队

广东广播电视台驻东源县黄村镇上漆村工作队

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驻仁化县周田镇较坑村工作队

中山大学驻连州市丰阳镇柯木湾村工作队

暨南大学驻南雄市水口镇篛过村工作队

华南农业大学驻龙川县丰稔镇礼堂村工作队

南方医科大学驻揭西县凤江镇赤新村工作队

广州中医药大学驻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南蒲村工作队

华南师范大学驻揭西县钱坑镇月翁村工作队

广东工业大学驻英德市东华镇雅堂村工作队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驻怀集县梁村镇洊水村工作队

星海音乐学院驻高州市大井镇六祥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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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驻五华县华城镇城镇村工作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驻丰顺县潘田镇松柏村工作队

广州航海学院驻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花山村工作队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驻五华县河东镇高榕村工作队

广东开放大学驻揭西县大溪镇井新村工作队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驻乐昌市黄圃镇新塘村工作队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驻雷州市企水镇博袍村工作队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驻兴宁市大坪镇坪中村工作队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驻陆丰市桥冲镇白沙村工作队

省广业集团驻遂溪县城月镇家寮村工作队

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驻五华县棉洋镇荣华村工作队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驻陆河县河田镇岳溪村工作队

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驻揭西县金和镇山湖村工作队

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怀集县桥头镇红光村工作队

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大埔县枫朗镇四联村工作队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连州市东陂镇东陂村工作队

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驻惠来县仙庵镇华园村工作队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驻惠来县隆江镇西塘村工作队

广东南粤集团驻英德市东华镇双寨村工作队

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雷州市调风镇企树村工作队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驻东源县柳城镇黄洞村工作队

省农垦集团公司驻雷州市客路镇水标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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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驻乐昌市乐城街道天井岗村工作队

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驻雷州市企水镇乌黎村工作队

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驻徐闻县和安镇和安村工作队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驻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蒲

兴村工作队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驻徐闻县西连镇北海村工作队

广州海关驻高州市潭头镇高灯堡村工作队

黄埔海关驻翁源县翁城镇富陂村工作队

广东省税务局驻五华县转水镇里塘村工作队

广东省税务局驻茂名市电白区小良镇龙山村工作队

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驻惠来县葵潭镇门口葛村工作队

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驻遂溪县港门镇港门村工作队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驻惠来县惠城镇五福田村工作队

财政部驻广东省监察专员办驻徐闻县南山镇二桥村工作队

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驻雷州市覃斗镇流沙村工作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驻五华县水寨镇平湖村工

作队

省地震局驻东源县骆湖镇江坑村工作队

广东海事局驻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甘村工作队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驻五华县华城镇新建村工作队

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驻怀集县连麦镇文岗村工作队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驻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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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队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驻廉江市安铺镇欧家村工作队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驻雷州市客路镇东坑村工作队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驻揭西县大溪镇井美村工作队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驻五华县横陂镇西湖

村工作队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驻南雄市邓坊镇邓坊村工作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驻陆丰市金厢镇望尧

村工作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驻陆丰市八万镇新坑

村工作队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驻信宜市水口镇

高岭村工作队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驻化州市同庆镇塘吉村工作队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驻雷州市南兴镇善排村工作队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驻海丰县大湖镇高螺村

工作队

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驻阳春市合

水镇竹园村工作队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驻化州市下郭街道石狗塘

村工作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驻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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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尾村工作队

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驻紫金县紫城镇中洞村工

作队

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驻兴宁市叶塘镇筠竹村工

作队

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驻兴宁市新圩镇双头村工作队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化工销售分公司驻信宜市

白石镇岳龙村工作队

中石油广东销售公司驻惠来县前詹镇赤沃村工作队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驻阳春市八甲镇湾肚村工作队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驻廉江市营仔镇北堤村工

作队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公司驻阳山县杜步镇大路村工作队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驻紫金县苏区镇永坑村工作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驻阳江市阳东区那

龙镇九三村工作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驻南雄市油山镇下

惠村工作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驻新丰县沙田镇长引村

工作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翁源县新江镇渔溪村工作队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驻高州市大井镇大坡山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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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驻丰顺县大龙华镇大

田村工作队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驻饶平县大埕镇红花村工作队

2.广州市（72 个）

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

广州市纪委监委机关驻英德市大站镇波罗坑村工作队

广州市委办公厅驻大埔县三河镇旧寨村工作队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驻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鹅峰村工作队

广州市委组织部驻英德市九龙镇宝溪村工作队

广州市委宣传部驻五华县水寨镇坝心村工作队

广州市委统战部驻梅州市梅县区梅南镇水美村工作队

广州市教育局驻丰顺县潘田镇中心村工作队

广州市民族宗教局驻五华县潭下镇新田村工作队

广州市公安局驻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工作队

广州市司法局驻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工作队

广州市财政局驻连州市连州镇沙子岗村工作队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大楼

村工作队

广州市审计局驻佛冈县汤塘镇石门村工作队

广州市国资委驻五华县河东镇林石村工作队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驻兴宁市径南镇新洲村工作队

广州市检察院驻连州市龙坪镇青石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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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融控股集团驻大埔县大东镇柘林白土福光村工作队

广州日报驻丰顺县龙岗镇坪丰村工作队

广州地铁集团驻五华县转水镇輋维维龙流洞村工作队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驻五华县棉洋镇竹坑绿水平安

村工作队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驻英德市西牛镇赤米高道鲜水村工

作队

广州百货集团企业有限公司驻英德市水边镇黄竹水边社区

工作队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驻阳山县阳城镇黄竹石坳

元江村工作队

广州市越秀区驻清远市清新区佛冈县精准扶贫工作组

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驻佛冈县高镇小梅村工作队

广州市越秀区财政局驻佛冈县龙山镇从化围村工作队

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局驻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葵背村工

作队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道办驻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马岳村工

作队

广州市海珠区驻大埔县精准扶贫工作组

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道办驻大埔县茶阳镇古村村工作队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办驻大埔县枫朗镇大埔角村工作队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办驻大埔县光德镇上漳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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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街道办驻大埔县洲瑞镇大坑村工作队

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驻连州市星子镇东红村工作队

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局驻连州市大路边镇顺泉村工作队

广州市荔湾区昌华街道办驻连州市西岸镇东村村工作队

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管局驻连州市星子镇姜联村工

作队

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街道办驻连州市保安镇湾村村工作队

广州市天河区发展改革局驻兴宁市刁坊镇河塘岭村工作队

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驻兴宁市罗浮镇浮南村工作队

广州市天河区司法局驻兴宁市黄陂镇大二村工作队

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兴宁市宁中镇鸭桥村

工作队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道办驻兴宁市黄槐镇槐东村工作队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政府驻英德市大湾镇金湾社区茅塘村

工作队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政府驻英德市大湾镇上洞中步村工

作队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道办驻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工作队

广州市白云区驻英德市精准扶贫工作组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道办驻英德市石灰铺镇保安村工作队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驻阳山县大崀镇沙田村工作队

广州市黄埔区委办公室驻阳山县江英镇江英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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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道办驻阳山县黎埠镇升平村工作队

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阳山县青莲镇青莲

村工作队

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办公室驻阳山县七拱镇新圩村工作队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驻丰顺县汤南镇新埔园村工作队

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道办驻丰顺县大龙华镇华东村工作队

广州市花都区卫计局驻丰顺县丰良镇小椹村工作队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驻丰顺县黄金镇埔东村工作队

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丰顺县留隍镇富足村

工作队

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驻五华县安流镇文葵村工作队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道办驻五华县横陂镇崇文村工作队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驻五华县华城镇黄埔村工作队

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

工作队

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驻五华县周江镇蓝坑村

工作队

广州市南沙区驻平远县精准扶贫工作组

广州市南沙区驻蕉岭县精准扶贫工作组

广州市南沙区城管局驻平远县差干镇湍溪村工作队

广州市南沙区农林局驻蕉岭县长潭镇上村村工作队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驻蕉岭县长潭镇神岗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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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增城区驻梅州市梅江、梅县区精准扶贫工作组

广州市增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驻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七贤

村工作队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驻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山塘胜利塘湾村

工作队

3.深圳市（56 个）

广东省第二扶贫协作工作组

深圳市纪委监委驻陆河县水唇镇新丰村工作队

深圳市委办公厅驻汕尾市城区东涌镇赤古村工作队

深圳市政府办公厅驻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洪流村工作队

深圳市委组织部驻汕尾市城区东涌镇东石村工作队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驻陆河县上护镇护二村工

作队

深圳市公安局驻陆丰市陂洋镇双坑村工作队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驻陆丰市八万镇吉水村工作队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驻陆河县河田镇河北村工作队

深圳市税务局驻陆丰市城东镇高美村工作队

深圳市司法局驻陆丰市河东镇欧厝村工作队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驻陆丰市华侨管理区第八社区工作队

深圳市罗湖区精准扶贫驻汕尾市陆丰工作组

深圳市邮政局驻东源县船塘镇凹头村工作队

深圳市南山区精准扶贫驻连平县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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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驻连平县忠信镇大坪村工作队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办驻连平县元善镇醒狮村工作队

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驻连平县内莞镇横水村工作队

共青团深圳市委驻和平县上陵镇三乐村工作队

深圳市福田区精准扶贫驻和平县工作组

深圳市宝安区精准扶贫驻龙川县工作组

深圳大鹏新区对口帮扶河源市源城区指挥部

深圳市龙华区精准扶贫驻紫金县工作组

深圳报业集团驻紫金县古竹镇雅色村工作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驻紫金县龙窝镇洋头村工

作队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驻紫金县敬梓镇冯坑村工作队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办驻紫金县紫城镇黄花村工作队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办驻紫金县黄塘镇腊石村工作队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办驻紫金县义容镇安全村工作队

深圳市盐田区精准扶贫驻东源县工作组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驻东源县上莞镇新民村工作队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驻东源县黄田镇新联村

工作队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办、信访局驻东源县康禾镇仙坑

村工作队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办、区审计局驻东源县曾田镇蒲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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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办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办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办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

深圳市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

深圳市龙岗区委组织部（编办）

深圳市龙岗区委宣传部

深圳市龙岗区政协机关

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办

深圳市罗湖区委党校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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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湖区委组织部

4.珠海市（34 个）

广东省第三扶贫协作工作组

珠海横琴新区驻阳江市阳西县织篢镇塘村村工作队

珠海市金湾区驻阳江市阳东区大八镇龙心村工作队

珠海市香洲区驻阳春市马水镇马兰村工作队

珠海市香洲区驻阳春市马水镇马水村工作队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驻阳春市春湾镇大垌村工作队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驻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大车田村

工作队

珠海市公安局驻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祖岱村工作队

珠海市农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

文车村工作队

珠海市斗门区驻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洪山村工作队

珠海高新区驻化州市平定镇翰堂村工作队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驻高州市镇江镇江口村工作队

拱北海关驻高州市分界镇丰林村工作队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驻高州市荷塘镇石龙村工作队

珠海保税区驻信宜市北界镇石订村工作队

珠海市委办

珠海市委组织部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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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委政法委

珠海市委宣传部

珠海市纪委

珠海市税务局

珠海市司法局

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珠海团市委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珠海市人民医院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特区报社

珠海市委统战部

珠海市国资委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珠海市社科联

5.汕头市（8 个）

汕头市委办驻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下北村工作队

汕头市财政局、市气象局驻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崎沟村工

作队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团市委驻汕头市潮南区

陇田镇西湖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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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食药监局、外事局驻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波溪村工作队

汕头市检察院、汕头海事局驻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桥前村

工作队

汕头市税务局驻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舒荣村工作队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驻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桥陈村工作队

汕头市政协办驻南澳县后宅镇龙地村工作队

6.佛山市（39 个）

广东省第四扶贫协作工作组

佛山市国资委驻吴川市覃巴镇上榕村、环镇村、吉兆村、

六鳌村工作队

佛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社科联、佛山传媒集团驻湛

江市麻章区太平镇六坑村、岭头村工作队

佛山市公安局驻吴川市长岐镇洪江村、新联村工作队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驻吴川市振文镇沙洲村工作队

佛山市驻郁南县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政府办、市金融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驻郁南县宝珠镇宝珠村工作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驻郁南县建城镇合村村工作队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驻廉江市石城镇谢鞋村工作队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驻廉江市横山镇峥角溪村工作队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政府驻廉江市河唇镇龙湖村工作队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局驻廉江市石颈镇香岭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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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法院驻廉江市石岭镇下高村工作队

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驻廉江市青平镇香

山村工作队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办驻廉江市横山镇乾案村工作队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驻雷州市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驻徐闻县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办驻徐闻县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驻徐闻县扶贫工作组

佛山市高明区委宣传部、区文化体育局、区税务局驻新兴

县里洞镇葛冲村工作队

佛山市高明区交通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区环境保护局、团

区委、明城镇政府驻新兴县天堂镇内东村工作队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政府、三水工业园区驻遂溪县建新镇

那仙村工作队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政府、农业银行佛山三水支行驻遂溪

县遂城镇仙凤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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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政协办、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国土）、区

税务局、区气象局、区农村信用社驻遂溪县杨柑镇艾占村工作队

佛山市三水区委区府办、区行政服务中心、区档案局、区

人力资源社保局（区社保基金管理局）、中国移动三水分公司

驻遂溪县洋青镇槟榔村工作队

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区府办）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政府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政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政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政府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政府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政府

7.韶关市（6 个）

韶关市纪委、粤北人民医院驻翁源县江尾镇连溪村工作队

乐昌市委组织部驻乐昌市云岩镇工作组

韶关市发改局、中国银行韶关分行驻南雄市乌迳镇黄洞村

工作队

韶关市曲江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驻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工

作队

韶关市委办、韶关市人民银行驻始兴县深渡水乡深渡水村

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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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公安局驻仁化县董塘镇董联村工作队

8.河源市（4 个）

和平县财政局驻和平县贝墩镇武联村工作队

河源市政法委驻连平县绣缎镇金溪村工作队

河源市委办驻东源县蓝口镇礤头村工作队

紫金县委办驻紫金县水墩镇上璜坑村工作队

9.梅州市（8 个）

梅州市委办驻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富坑村工作队

梅州市政协办驻大埔县青溪镇青华村工作队

梅州市委组织部驻大埔县大麻镇桃石村工作队

梅州市政府办驻兴宁市合水镇罗陂村工作队

梅州市统战部驻丰顺县丰良镇三山村工作队

梅州市总工会驻五华县转水镇旱塘村工作队

梅州市发改局驻五华县安流镇青江村工作队

梅州市公安局驻五华县横陂镇叶湖村工作队

10.惠州市（10 个）

惠州市纪委监委驻博罗县杨村镇石滩村工作队

惠州市委政法委驻博罗县麻陂镇塘尾村工作队

惠州市农业农村局驻惠东县安墩镇水美村工作队

惠州市政协办驻惠东县多祝镇联新村工作队

惠州市政府办驻惠东县白盆珠镇白马村工作队

惠州市委组织部驻惠东县白盆珠镇横江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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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委宣传部驻龙门县麻榨镇中心村工作队

惠州市城管局驻龙门县龙城街道陈村村工作队

龙门县委办公室驻龙门县龙潭镇合头村驻村工作队

惠州市委办公室

11.汕尾市（4 个）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尾供电局驻海丰县

赤坑镇大化村工作队

汕尾市税务局驻陆丰市西南镇溪口村工作队

海丰县委组织部驻海丰县城东镇龙山村工作队

陆丰市河西镇委驻陆丰市河西镇卧龙村工作队

12.东莞市（50 个）

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

东莞市委办

东莞市委宣传部

东莞市委党校

东莞日报社

东莞市公安局

东莞市民政局

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东莞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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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

东莞市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东莞理工学院

东莞市水务投资集团

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市莞城街道办

东莞市石龙镇政府

东莞市虎门镇政府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

东莞市万江街道办

东莞市南城街道办

东莞市望牛墩镇政府

东莞市石碣镇政府

东莞市高埗镇政府

东莞市洪梅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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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厚街镇政府

东莞市沙田镇政府

东莞市寮步镇政府

东莞市大岭山镇政府

东莞市黄江镇政府

东莞市凤岗镇政府

东莞市塘厦镇政府

东莞市谢岗镇政府

东莞市清溪镇政府

东莞市常平镇政府

东莞市桥头镇政府

东莞市横沥镇政府

东莞市东坑镇政府

东莞市企石镇政府

东莞市石排镇政府

东莞市茶山镇政府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13.中山市（21 个）

广东省第六扶贫协作工作组

中山市驻怀集县工作组

中山市纪委监委、市供销社、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驻怀

集县永固镇宿安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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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火炬开发区驻怀集县冷坑镇、中洲镇联合工作组

中山市东区办事处驻怀集县洽水镇、凤岗镇联合工作组

中山市驻封开（德庆）县工作组

中山市府办、市审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中医院驻

封开县长岗镇光升村工作队

中山市卫生健康局、市外事侨务局（市港澳事务局）、市

博爱医院驻封开县杏花镇三礼村工作队

中山市烟草专卖局、市农业农村局、中石油中山分公司驻

封开县平凤镇五一村工作队

中山市公安局、市国安局、市消防局、边防支队驻德庆县

凤村镇匝村工作队

中山市司法局、市流动人口办、市信访局驻德庆县播植镇

文定村工作队

中山市小榄镇政府驻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狮峰村工作队

中山市阜沙镇政府驻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白水村工作队

中山市黄圃镇政府驻饶平县樟溪镇英粉村工作队

中山市东凤镇政府驻饶平县新塘镇顶厝村工作队

中山市南区办事处驻饶平县东山镇湖岭村工作队

中山市驻饶平县（潮安区）扶贫工作组

中山市驻广宁县扶贫工作组

中山市国资委、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驻广宁县潭布镇拆

石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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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中山市档案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中山市分公司、中国联通中山市分公司驻广宁县石咀镇浪沙村

工作队

中山市人大办、市总工会、市人民医院驻广宁县洲仔镇洲

仔社区工作队

14.阳江市（3 个）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阳江市接待处、阳江供电局、省邮政

公司阳江市分公司、阳江林场、阳江盐业总公司驻阳江市阳东

区东平镇瓦北村工作队

阳春市委办公室、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

阳春市潭水镇良垌村工作队

阳西县委办公室、阳西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驻阳西县

程村镇中西村工作队

15.湛江市（5 个）

湛江市委办、市财政局驻雷州市白沙镇符处村工作队

南部战区海军驻廉江市塘蓬镇六环村工作队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驻徐闻县

角尾乡仕寮村工作队

湛江市纪委监委、市投资促进局、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驻吴川市黄坡镇稳村村扶贫工作队

雷州市教育局驻雷州市乌石镇岭下村、新沟村工作队

16.茂名市（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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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委办、市国资委、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公司驻高州

市大井镇塘头村工作队

茂名市政府办、茂名海事局、茂名市水投集团驻电白区坡

心镇排河村工作队

茂名市纪委监委、茂名重力石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茂名

市金叶发展公司驻化州市宝圩镇龙埚村工作队

17.肇庆市（4 个）

肇庆市政府办驻广宁县宾亨镇妙村村、中村村、宾亨社区

帮扶工作队

肇庆市政协办驻封开县都平镇都平社区、清水湾村、大滩

村、三洲村帮扶工作队

肇庆市鼎湖区政府驻怀集县岗坪镇维安村、四和村、关塘

村、庞庙村、曾村村、睦渊村、太原村帮扶工作队

肇庆市农业农村局驻德庆县莫村镇曙光村、古楼村、富源

村、前锋村、光明村、平岗村、双楼村帮扶工作队

18.清远市（6 个）

清远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驻英德市下太镇高洞村工作队

清远市政府办驻英德市连江口连樟村工作队

清远市财政局驻阳山县大崀镇茶坑村工作队

清远市检察院驻连州市瑶安乡田心村工作队

清远市委组织部驻清新区太和镇坑口村工作队

清远市农业农村局驻佛冈县迳头镇井冈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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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潮州市（1 个）

潮州市委办公室驻饶平县浮滨镇黄正村工作队

20.揭阳市（3 个）

揭阳市自然资源局驻普宁市麒麟镇陈洞村工作队

揭阳市行政执法局驻揭西县局驻凤江镇洪湖村工作队

惠来县委政法委、县财政局驻惠来县隆江镇凤红村工作队

21.云浮市（2 个）

云浮市政府办驻云浮市云安区白石镇石底村工作队

云浮市农业局驻郁南县河口镇河口寨村工作队

（二）突出贡献单位（96 个）

省慈善总会

省扶贫基金会

省扶贫开发协会

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能慈善基金会

广州市博农讯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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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粤旺农业集团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耀泓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星河湾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点筹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然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十亿人社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行业协会

珠海横琴健民优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伟创力制造（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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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何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代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农产品商会

佛山市蔬田物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扶贫开发协会

佛山市高明区鸿丽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三水供电局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明德升科农牧有限公司

龙川县绿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龙川县绿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连平县华丰钢铁厂

深圳市福晟集团

河源市叶鲜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龙川矿泉水有限公司

广东省五华县长乐烧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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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市烟草专卖局

梅州市金绿现代农业发展公司

广东顺兴种养股份有限公司

恒大惠州市扶贫项目运营公司

碧桂园集团惠深区域（惠东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佳兆业扶贫项目运营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罗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广播电视台

广东侨盛防伪材料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农村商业银行

东莞市世界莞商联合会

中山市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食源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中山市卉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家里公益服务中心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广东苏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宏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廉江市永福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美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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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金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高州市新芝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敏捷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阳光地产有限公司

碧桂园集团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万兴（佛冈）玩具有限公司

广东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市总商会

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宝盛兴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惠来同乡会

罗定市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

广东顺诚畜牧有限公司

云浮市绿趣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二、突出贡献个人（2462 人）

（一）驻村干部（2183 人）

1.省直、中直驻粤单位驻村干部（141 个）

罗定迎 省委组织部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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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军 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学习室主任

韩志勇 省委统战部副处长

李 旸 省委统战部副调研员

李宏辉 省委外办副处长

蒋 耘 省委台办副处长

何文辉 省直机关工委调研员

朱凯雄 省委老干部局副处长

陈冠南 省委机要局办公室副调研员

胡可征 省档案局副处长

姚家耕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级

吴江帆 省政府办公厅党办（人事处）副主任、副处长

马 俊 省政协办公厅副调研员

黄盛鹏 省发展改革委副调研员

李延军 省科技厅副调研员

盛明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处长

刘志才 省民政厅副处长

肖 峰 省司法厅副调研员

曹远潮 省财政厅副处长

庞开强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调研员

钟奕苑 省自然资源厅主任科员

莫学军 广东雷州珍惜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



— 36 —

唐力明 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总工程师、院党委委员

郑晓峰 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事务中心部长

李少平 省水利厅副处长

彭 彬 省农业农村厅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张少勇 省农业农村厅副调研员

陈育东 省农业农村厅主任科员

周潮军 省商务厅商务交流处副处长

张旭军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处长

杨 健 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李 璟 省纪委监委驻省应急管理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张争明 省审计厅副处长

钟培敬 省市场监管局副处长

陆向红 省市场监管局副调研员

谢云峰 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副主任

杨 裕 省港澳办副调研员

张 涛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调研员

林炎勇 省林业局林场公园局副局长

翁如萍 省人防办副调研员

李晓奋 省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刘超群 省检察院副调研员

贺新义 省军区副团职干部

曾吉平 省消防救援总队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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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佰明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主任科员

余泽锋 省残联职员

陶中权 省红十字会副调研员

刘盛奕 省社会主义学院副调研员

吴永斌 省社科院副处长

姚文山 省农科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吴唐生 省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处副处长

杜冬生 省地方志办地方志馆副馆长

莫建豪 省地质局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练建锋 省核工业地质局副处长

黄红涛 省供销社副处长

单兴中 广东广播电视台副主任

周乐瑞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媒体服务工作室主任

梁 劲 华南理工大学校团委副书记

魏剑波 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东卫 南方医科大学副处级

林天飞 华南师范大学副处级

杨小帆 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党委副书记

李 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本建设中心主任

孙凯军 广州美术学院机关党总支书记

钟日强 广州体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蔡向雄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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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处长

张武龙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副主任

罗 陶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

郭朝明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杨 镇 广东开放大学副处级

邱晓毅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郑庆光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副主任

利健文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中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刘 帅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科

蔡春杰 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部长、会计师

钟汉宏 省交通集团广东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莫火月 省商贸控股集团本草公司副总经理

庄达明 省商贸控股集团华侨友谊公司电子信息部协理员

陈 光 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 超 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部长

胡红军 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部长

莫威秋 省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邓南平 省丝绸纺织集团（东方丝绸大酒店）副总经理

莫立华 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部长

陈长发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三茂铁路公司副

总经理

杨建树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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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昔中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部长

刘大忠 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韶关直属库副主任

邓光健 省出版集团韶关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温晓葵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副处长

陈健文 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范金娜 广州石油培训中心人事科科长

罗道叠 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省珠江公司副总经理

晏力强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主管

詹俊东 广州海关副处级

冯智圣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韶关中心支行副行长

刘晓芬 广东银保监局主任科员

钟 声 广东证监局调研员

孔海涛 财政部驻广东省监察专员办事处副处长

史 勇 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办公室副调研员

王 劼 广东省税务局副处长

华 关 广东省税务局副处长

欧美灵 省地震局发展与财务处调研员

徐永辉 省气象局调研员

赵穗江 广东储备物资管理局副调研员

陈伟杰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科

张佛林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科员

郎 涛 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生产调度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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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波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副处级

李建辉 中国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林高群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

王素文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主任

平军山 大唐广东分公司经济师

林传旭 中科院广州分院副处长

戴伟平 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零售部经理

黄六生 中石化广州分公司副处长

刘 军 华能南方分公司华能海门电厂专工

罗育海 中国国旅（广东）总经理助理

李景龙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副处级调研员

马 峰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勘察处

副总工程师

古新标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副部长

陈雄超 中国广核集团阳江核电公司党群工作部副经理

孙 雄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部长

蔡羡琪 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主任

徐梓文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分公司驻留畲村干部

李文超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部长

崔景敏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一级工程师

苏国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公司中级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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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龙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副处长、队长

吴建辉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招待所副经理

李美雄 新星石油广州有限公司副经理

王粒芽 国开行广东省分行副处级

张云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级信贷副经理

黄资玲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高级经理

彭俊岳 中国农业银行陆河县支行副行长

叶元平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

方雁涛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副经理

张俊峰 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处长

柯伟明 省安全厅广州局十二支队副支队长

余利宏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执行局局长

2.广州市（199 人）

蔡 煜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选联工委副调研员

周锋海 广州市委办公厅主任科员

易文欢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扶贫办副主任科员

李 凯 广州市政协机关事务中心文印部部长

罗文彬 广州市纪委监委机关纪检监察员

黄永盛 广州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李玉辉 广州市委政法委主任科员

余汉炎 广州市委老干局调研员

彭景启 广州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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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苇 广州市地震局副主任科员

李全中 广州市民政局职员

李林海 广州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人事部职员

杨 声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科员

叶维继 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科员

李百水 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

苏章益 广州市商务委市场秩序与调节处主任科员

朱海东 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主任科员

邵明元 广州市人社局工贸技师学院人资处副主任

李滋波 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部长助理

林 东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科员

陈秀春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刘超懿 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办公室科员

李 俊 广州市民防办主任科员

杨 权 广州市团市委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部部长

黄志标 广州康复实验学校职员

刘晓亮 广州大学主任科员、高级政工师

郭铁坚 广州广播电视台工程师

刘 戈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洪 宇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办公室主任

吴春花 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处主任科员

刘 玲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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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卓明 广州港务局规划建设处主任科员

李钟志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主任科员

王 鹏 广州市协作办主任科员

肖灿春 广州市住房保障办住房监管处主任科员

朱一精 广州珠江啤酒集团保卫办班长

冯国锋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队副队长

张 东 广州市设计院副主任科员

罗宇峰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热控工程师

陈锐文 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

邓经华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副主任

李文亮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萧嘉柱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耿素芳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职员

陈 蕾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罗念周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黄杨辛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赖勇城 广州港集团广州鹅潭旅行社副总经理

伍志林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经理

付征民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经理

董建区 广州纺织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邹先春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中级专员

戴文斌 广州汽车集团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系长



— 44 —

孙一博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林高扬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主管

马兴文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助理研究员

王天和 广州市增城区科工信局副局长

钟信生 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街道办副主任

文 锋 广州市花都区安监局副调研员

王新冲 广州市番禺区亚运体育馆职员

胡光裕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道办副调研员

向春平 广州市南沙区城管局副调研员

叶 政 广州市南沙区城管局副调研员

王伟涛 广州市越秀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副主任

涂 敏 广州开发区交通管理总站主任科员

卢国森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副主任科员

梁 豪 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员

陈世民 广州市越秀区财政局职员

叶伟平 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梅花所副所长

陈赞行 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三级警长

陈超涛 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教导处副主任

何志远 广州市越秀区珠光街综治办副主任

刘穗兵 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岗街道办职员

林 睿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街道办主任科员

沈小旺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街道办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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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旭 广州市越秀区梅花村街道办主任科员

陈 锋 广州市越秀区卫计局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梁 龙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道办职员

卢 中 广州市越秀区司法局人民所副所长

陈志龙 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道办综治办副科长

李 启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道办副主任科员

薛 鹏 广州市海珠区素社街道办城管科副主任科员

温 捷 广州市海珠区政务办（区企业审批服务中心）

副主任

黄毅强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道办市容环境卫生监督

检查所职员

杨泽雄 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街道办执法中队副主任科员

李健康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道办社会事务科科长

郑喜彬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军休一所职员

徐维者 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监察综合执

法大队副科长

吴年龙 广州市海珠区环保局防治与总量控制科科长

张占民 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局直属一中队教导员

蓝作荣 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街道办残联理事长

曾宏伟 广州市海珠区龙凤街道办执法队副主任科员

李 何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办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

务管理中心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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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民 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军休三局副所长

魏新征 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所长

梁 松 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科员

王 臻 广州市荔湾区沙面街道办副主任科员

吕海明 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办执法队副队长

刘家俊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道办职员

莫国洪 广州市荔湾区冲口街道办副主任科员

丘礼勇 广州市荔湾区茶滘街道办社区中心副主任

杨茂丛 广州市荔湾区西村街道办副科长

田伯奇 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道办职员

冯树明 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街道办计生办副主任

钟粤旺 广州市天河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副主任科员

余奕昭 广州市天河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车辆通讯科科长

黄润庆 广州市天河区团委青教办副主任科员

陈锦权 广州市天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执法队副队长

黄玉冰 广州市天河区前进街道城管执法队科员

彭运力 广州市天河区商务金融局投资服务中心综合部

部长

赖祖豪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街道新塘小学教导处主任

梁业山 广州市天河区民政局优抚科副科长

陈华栋 广州市天河区华颖外国语学院教导处副主任

钟伟峰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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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安军 广州市天河区食药监局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

监管科副主任科员

黄 柯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道党政办副主任

周青山 广州市天河区新塘街道办综合科副主任科员

毛小中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办科员

胥 涛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道办副科长

谢以洪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政府管理人员

王文蔚 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办职员

凌启文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办职员

李 协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街道办社区居委委员

邓守烈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办管理员

黄维挺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道办机关工勤

苏毅斌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道办管理人员

江汇安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道办职员

杨灏顺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办主任科员

董兴林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组织办副主任

潘汉荣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道办科员

伍卫东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道办党政办主任

林卫忠 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主任科员

孙国栋 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科员

张志宏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道办主任科员

赵伟斌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道办主任科员



— 48 —

黄宏伟 广州市黄埔区食药监局永和食药所所长

李明良 广州开发区交通运输局科长

谭 镝 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道办城管执法二队教导员

钟剑辉 广州市黄埔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主任科员

潘国生 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道办副主任科员

曾小平 广州市黄埔区穗东街道办主任科员

刘维杰 广州市黄埔区余泥渣土管理所干部

曾庆鹏 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道办副主任科员

张创勇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道办社会事务科科长

罗应军 广州市花都区农业技术管理中心副科长

唐国清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科员

陈彭志 广州市花都区农业技术管理中心职员

何少嘉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峰初级中学教师

赵福彪 广东渔政总队花都大队办公室主任

汤志鹏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食药监所所长

陈哲明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供销社党支部书记

劳振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科员

赵超军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计生办科员

谢扬圣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建设办公室科员

高志辉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职员

谭少祥 广州市花都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职员

林鹏昌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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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豪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城市建设服务中心职员

李乐凡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市桥执法队科员

王卫东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区钟村执法队

科长

常后春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石碁镇执法队

科员

李志炜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职员

王毅明 广州市番禺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主任科员

周志文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自来水有限公司员工

段 挺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大龙执法队科长

丁卫鹏 广州市番禺区食药监局南村所副科长

林溶汛 广州市番禺区市场质量监管局科员

刘继春 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党政办副主任

钟志炼 广州市番禺区石龙联围管理所副所长

高敏婵 广州市番禺番发集团公司企运部职员

梁卓裕 广州市南沙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万顷沙国土资

源和管理所科员

黄少群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经济发展（农业）办公室副主任

匡经兴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

室九级职员

张万宇 广州国营珠江华侨农工商联合公司主办干事

陈美每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办社会事务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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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衡 广州市南沙区资产公司办事员

何文锋 广州市南沙区城投公司党群工作部总经理助理

唐纯爱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城管执法队主任科员

贺 毅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社会事务办主任

邹 强 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城管执法中队主任科员

黄自军 广州市南沙区围垦开发公司部门主管

李 浩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办执法队副主任科员

林 猛 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南沙万顷沙执法队主任

科员

王永华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农业办科员

吴壮华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国土资源管理所副所长

吴庆明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环境保护所办事员

刘锦灯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综治维稳和信访办科员

王文强 广州市增城区交通运输局副主任科员

范清华 广州城市建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食堂管理部主管

刘朝永 广州市花都区交通局副调研员

林宣县 广州市天河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主任科员

冯建辉 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副主任科员

陈中奇 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版权处副科长

邹国才 广州市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三级警长

陈智军 广州市番禺区人才交流管理办公室人才资源开

发部部长（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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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伟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科员

黄天佑 广州交通集团广州快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蓝智贤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广州市公路工程公司路桥高工

梁伟烽 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3.深圳市（147 人）

孙友林 深圳市发展改革委文秘主管

吕 夏 深圳市财政委职员

吴中华 深圳市坪山区人力资源局主任

耿 宾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办职员

杨 武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职员

冯创鑫 深圳市光明区文体教育局德育干事

李 昌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新湖执法大队中队长

陈刘木 深圳市委统战部宗教团体专干

张宇超 深圳市光明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志锐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主任科员

卢业宏 深圳市龙岗区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站副主任

袁 勇 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副经理

段国建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主办

曾浩雄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职员

周建华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职员

詹 鸿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警员



— 52 —

周胡增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办职员

徐双林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土地监察局执法员

庄添彬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部门主管

卢大荣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办执法员

黄 瀚 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社工科科员

赵明开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科员

黄见锋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副科长

姚剑锋 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局职员

卓思聪 深圳罗湖区莲塘街道办事处工作组组员

高冠新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主任科员

薛团威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办执法员

罗锦丰 深圳市水务局职员

黎 勇 深圳市教育局主任科员

蔡燕辉 深圳市罗湖区机关物业管理办公室正科级

杨 波 深圳市统计局副处长

杨自文 深圳市罗湖区环保水务局主任科员

黄琼星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旅游监管处主任科员

杨木生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办职员

毛正富 深圳市交委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员

林 刚 深圳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局二处副处长

何瑞茂 深圳市罗湖区司法局科长

黄伟立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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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恩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主任

张 颂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办职员

黎 钊 深圳市应急办民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职员

徐 勇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局职员

陈晓青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科员

李荫光 深圳市罗湖区文体局文化执法大队执法员

郑绍武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任科员

张伟良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办职员

肖梅良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科员

林创松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办执法员

屈 凯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

周 彪 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科长

何 锐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管理局职员

王佑灵 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三级警员

林大卫 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档案管理部部长

杨跃峰 深圳市南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科员

王志坚 深圳市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

经理

陈达忠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办事处科员

王振中 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副主任科员

张 帝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办事处科员

李永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化生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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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艺斌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科长

明廷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学院团总支副

书记

穆启旺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职员

黄 浩 深圳市福田区人力资源局监察大队中队长

谢振强 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办公室职员

刘金鹏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办助理执法员

聂 勇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办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

周 锐 深圳市福田区委政法委主任科员

司徒潮满 深圳市福田区卫计局疾控中心主任医师

张位夫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办事处执法员

张国洪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办事处职员

邱毅刚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管部副部长

张 麟 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副科长

邵德斌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中学高级教师

罗群利 深圳市国资委主任科员

万 磊 深圳市宝安区职业训练局副部长

谢英平 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部长

王小勇 深圳市气象局副处长

黄 电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办职员

颜国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雇员

林朝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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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来兴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职员

吴文源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副主任

朱龙敏 宝安区团区委副主任科员

黄 瑞 深圳市宝安区发改局副主任科员

刘攸伟 深圳市宝安区文体旅游局副科长

陈 胜 深圳市宝安区工商联雇员

温伟强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中级工程师

张锦棠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集团管理公司副部长

刘 锋 深圳市宝安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员

李淑女 深圳市宝安区卫计局副主任医师

范德志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杨忠志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部长

黄伟文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主任

杜彬彬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耿 尧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门助理

黄旭军 深圳市大鹏新区群团工作部副主任

黄伟杰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驻高围村工作队队长

杨 振 深圳市大鹏办事处农林水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曹伟强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高级主管

邓尚鹏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城建科副主任科员

肖 龙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职员

谢秉波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副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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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森 深圳市龙华区委组织部正科级

黄胜蓝 深圳市龙华区应急指挥中心职员

凌晓东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市政服务中心负责人

陈正耿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科长

陈天晓 深圳海关主任科员

张伟忠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深南中支行副行长

刘世举 深圳银保监局主任科员、中级经济师

李占平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调研员

杨庆丰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紫金支公司负责人

薛博文 深圳海关科员

方秀宏 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党群工作部扶贫主办

黄桂才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主任

何 林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办工作人员

陈文峰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办工作人员

古志勇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办网格中心工作人员

王映彬 深圳市直机关工委团委副书记

张晋平 深圳市安监局副处级干部

钟响基 深圳市贸促委副处级干部

余秋城 中国移动深圳分公司服务厅经理

林云果 深圳市工商联副处级干部

陈 骏 深圳市机场集团员工

黄文瀚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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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壮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办科长

杨贵荣 深圳市盐田区城管局职员

刘 辉 深圳市盐田区环水局雇员

房尾聪 深圳市盐田区委政法委科长

何海峰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职员

黄 玮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办雇员

封小虎 深圳市盐田区委（府）办科长

陈震波 深圳市盐田区经促局科长

李业泰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副处长

朱伟深 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九级职员

蔡汉耿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德育主任

何德意 深圳市人大办公厅干部培训中心职员

马洪达 深圳市政协办公厅副调研员

陈朝球 深圳市委党校副处长

王斗丰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执法员

杨 鹏 深圳市监察局主任科员

傅晓棠 深圳市民政局管理岗职员

罗成涛 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副处级干部

彭 煌 深圳市外办主任科员

许典青 深圳市罗湖区委政法委、区安监局副科长

陈浩潮 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区科技创新二级警员

余 刚 深圳市委政法委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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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斌 深圳市人社局市公共就业中心中心副部长

4.珠海市（84 人）

陈国幸 珠海市政府办副主任

黄春明 珠海市商务局副局长

李益平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现代产业发展局局长

张锡敏 珠海市金湾区法院审委会委员、审判员

郑大鹏 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

张华伟 珠海市委党校副校长

吴恩数 珠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护卫大队教导员

周 杨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灶工业园管委员副

主任

赵伟豪 珠海市斗门区委政法委正科级领导干部

李华标 广东省渔政总队珠海支队副主任科员

张万田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发改财政金融局副主任科员

吴珂治 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分局教导员

邝英豪 珠海市斗门区农业局正科级干部

黄健敏 珠海市斗门区城管局副科级干部

杨凯华 珠海市金湾区联港基础投资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超雄 珠海市金湾区检察院科员

魏保生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政府科员

陈启东 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华兵 珠海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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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禄斌 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主办会计

许鹏程 珠海市香洲区老年大学综合部部长

谢刻威 珠海市香洲区环境监测站副主任科员

张 春 珠海市香洲区狮山街道党工委委员

梁创业 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副主任科员

胡远军 珠海市香洲区城管局前山街道中队副主任科员

梁 武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综合治理局副局长

利 朋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规划建设环保局科员

林永良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综合治理局科员

杨建明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安监局科员

蒋罡鋆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食药监执法大队科员

赵 航 珠海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副局长

周海宁 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征地办管理员

张海忠 珠海高新区社区工作局科员

连远懋 珠海高新区党政办党建指导员

梁 冲 珠海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彭建凡 珠海高新区综治局综治队员

覃志彬 珠海市斗门区城东中学安保处主任

梁江维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初级中学副校长

王 凯 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科员

林光炎 珠海市斗门区白藤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

万学深 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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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帅 珠海市委政法委社会建设指导室副主任

何 铭 珠海广播电视台项目主管、助理记者

刘建科 珠海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湾仔办事处副主任

王龙川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科员

肖朝晖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科员

王海文 珠海市妇女联合会主任科员

张秋林 珠海市人社局社保中心高新办事处副主任

肖小湛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员

付姣阳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黄志兴 珠海市公路局主任科员

孙 玮 珠海市公安局四级警长

黄胜锋 珠海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科员

杨春涛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刁初辉 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江代昌 珠海市外事局副秘书长

刘 敏 珠海市商务局（市口岸局）科员

杨伯山 广东省渔政总队珠海支队科员

李俊志 珠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职员

刘赞量 珠海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科员

王群波 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科员

唐 奎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

局党建人事部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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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培 北师大（珠海）附中办公室主任

李 光 珠海市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副部长

罗志平 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综合部副部长

傅小华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副主任科员

王春晖 珠海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主任

杨正辉 珠海仲裁委员会办案秘书

柯 达 珠海市会议展览局科员

孔德俊 珠海公交巴士有限公司职员

邹红庄 珠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主任科员

周维军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科员

李智标 珠海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横琴服务站副站长

曾照乾 珠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所科长

赖国明 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黎永森 珠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副所长

李树君 珠海市工商联合会会员部主任科员

黄 豹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副主任科员

谢白雪 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副部长

马晓鹏 珠海市府办人事科科长

陈天炜 珠海市西部城区开发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

董 寅 珠海市接待办副主任科员

黄 湛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长

陈学刚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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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汕头市（23 人）

李德泉 汕头市社保基金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许 敏 汕头市建设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潘宗晖 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大队长

姚章銮 汕头市纪委派驻政法委组副组长

宋伟军 汕头市国土资源局金平分局副局长

朱东衡 汕头市公安局政治处组织科副科长

刘俊锋 汕头市教育局副科长

罗建华 汕头市潮南区信访局副局长

李先平 汕头市潮南区人社局培训教育股股长

吴桂宁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政府农业办办事员

肖伟江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扶贫办办事员

林耀宏 汕头市总工会外资与私营企业工委副主席

蔡鹏鹏 汕头市农业局科员

陈泽南 汕头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副科长

黄进粦 汕头市审计局主任科员

马之骏 汕头市水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陈仕庆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五科副科长

杨乐平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科副科长

李志民 汕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苏介彬 汕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科长

尤一宇 汕头市卫生健康局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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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庆 汕头市广播电视台副科长

陈 瑾 汕头市生态环境局科员

6.佛山市（101 人）

付泽良 佛山市纪委监委市委办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曾润锋 佛山市卫生监督所科员

何 劲 佛山监狱分监区长

朱文滔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

局输电所主任科员

桑 健 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主任科员

吴剑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项目经理

吴华杰 佛山市公安局科员

梁卫国 佛山市委接待办樵园山庄办公室主任

刘 亮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李保根 佛山市体育局科员

杨海华 佛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科长

苏 杰 佛山市教育局安全保卫科主任科员

徐应杰 佛山市环境保护局副科长

谭荣军 佛山市中医院党委办副主任

黄志奇 佛山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科员

易剑科 佛山市统计局副科长

吴能进 佛山市交通局办公室主任

许 伟 佛山市国土局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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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康 佛山市质监局锅炉科科长

刘 勇 佛山市水务局副科长

陆绍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卫生计生局职员

蔡红辉 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馆员

肖建辉 佛山市禅城区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李 超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事处职员

陈征谋 佛山市禅城区委政法委科长

缪海林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副股长三级警长

江文金 佛山市禅城区安监局张槎分局干部

何传文 佛山市禅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科员

陈春华 佛山市禅城区社保局南庄分局副局长

欧海超 佛山市禅城区环境保护局副科长

胡 皓 佛山市禅城区税务局

陈伯英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局教育二科副科长

颜庆刚 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谢俊君 佛山市禅城区动物检疫站职员

欧浩华 佛山市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干部

陈志伟 佛山市盈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职员

邬勇才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 君 佛山市禅城区人大城建环资工委副主任

梁志文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洞庭社区两委干部

蔡礼村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雅社区两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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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华 佛山市南海区委组织部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

陈启壮 佛山市南海区政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级辅员

彭 亮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监督所科员

梁泽珉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办事员

岑桂海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黎应坤 佛山市南海区纪委监委干部

张 炜 佛山市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副主任科员

李振庭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城乡统筹办办事员

利嘉荣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副所长

李松庆 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副主任

曲洪峰 佛山市南海区佛山西站建设管理局办公室科员

卢雄伟 佛山市南海区人大办公室信访股副股长

吴镇华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综治信访维稳办办事员

李孝端 佛山市南海区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余家纯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农林服务中心助理工程师

杨咏达 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主任辅员

潘永恒 佛山市南海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科员

麦盛彬 佛山市南海区政协办公室办事员

杜 旭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党联办副主任

陈来宏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经济促进局副局长

吴昱恒 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统计局正股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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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锦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正股级侦察员

欧阳池标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宣传文体办副主任

谭健鹏 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城管局大良分局副科长

周俊华 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城管局大良分局办事员

刘志平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管局勒流分局副局长

张丰生 佛山市顺德区农业局正股级科员

罗柳波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管局陈村分局副局长

何子文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办事员

汤 哲 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科员

郑志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科长

柳晓峰 佛山市顺德区气象局副局长

许进明 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城管局办事员

罗 斌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顺德

供电局办事员

黄清波 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城管局乐从分局办事员

龚 勋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管局正股级科员

梁谨璀 佛山市顺德区疾控中心主管检验师

许海涛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正股级科员

何毅樑 佛山市顺德区恒顺交通投资管理公司办事员

何坤亮 佛山市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办事员

翁贤科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口社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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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钧平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农业和社会工作局办

事员

伍敬恒 佛山市顺德区建设工程质量安检中心项目负责人

蔡清方 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管局伦教分局副科长

李家宝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竞伟 佛山市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办事员

区健锋 佛山市高明区民政局副局长

夏培雄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卫计分局副局长

陈景华 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科员

梁镜洲 佛山市高明区公资办办事员

梁 纯 佛山市高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副科长

黄建伟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政府科员

骆志钊 佛山市三水区财政局主任

董建新 佛山市三水区交通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副科长

叶永锋 佛山市三水区委组织部科长

黄 涛 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中队长

黄勇军 佛山市三水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中级教师

钟耀球 佛山市三水区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陈 勇 佛山市三水区农林渔业局高级农艺师

黄贵春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政府副主任科员

陈 达 佛山市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中部直属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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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韶关市（167 人）

薛代立 乐昌市委组织部远程教育中心主任

杨国文 乐昌市财政局会计股股长

叶林和 乐昌市人民法院科员

利志明 乐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吴 杰 乐昌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科员

肖文桥 乐昌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副主席

李国平 乐昌市政协宣传科副科长

陈晓明 乐昌市水务局副局长

华志勇 乐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股股长

赵海峰 韶关市民政局副科长

谢世平 韶关市林业局国有仁化林场副场长

邹志强 韶关市应急管理局科长

李永新 乐昌市公安局坪石分局教导员

赵丽岩 韶关市行政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罗广田 乐昌市委政法委法治监督工作室主任

兰海锋 乐昌市住建局办事员

胡建云 韶关市科技局副科长

刘 波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韶关销售分公司主管

周润生 乐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股长

周光珍 乐昌市农业机械管理局科员

陈阶炎 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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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宗 乐昌市水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巢飞鸣 韶关市档案馆科长

白晶亮 乐昌市国土资源局副股长

梁 荣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

（室经理）

刘华清 乐昌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申洋洋 乐昌市气象局办事员

黄旭恒 乐昌市国土资源局信息中心主任

吴平山 乐昌市农业局科员

华振彦 乐昌市发展和改革局工业科股股长

陈宇君 韶关市公路局职工技术培训中心副主任

曹其永 韶关市人才局副主任科员

沈伟国 韶关市国资委韶关市公共汽车公司副经理

陈运超 韶关市政府办政务信息科副主任科员

石德辉 南雄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

钟海英 南雄市妇幼保健与计生服务院党支部书记

梅声广 南雄市市场监管局副科级干部

王长连 南雄市纪委监委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

廖海斌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人事科主任科员

朱林山 韶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赵本华 韶关市市场监管局市场规范管理科科长

熊肖和 韶关市金融工作局资本市场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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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建华 韶关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招商局局长

曾庆乐 韶关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科科长

朱兴全 南雄市就业局副局长

李和平 南雄市油山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

邱珍亮 南雄市坪田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

肖金伟 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扶贫办主任

姚必月 南雄市司法局社矫股股长

郑金泉 南雄市乌迳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李海辉 南雄市发展和改革局副主任科员

董书辉 南雄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

张业娟 南雄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计

吴水春 南雄市第二中学党总支副书记

钟俊辉 南雄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办事员

张 润 南雄市界址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

李强强 南雄市司法局主田司法所科员

刘 彬 南雄市财政局科员

吴敦泉 南雄市民政局救济股副股长

沈国华 南雄市税务局办事员

陈明珠 南雄市黄坑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张燕波 南雄市粮食局办事员

王建宇 南雄市慢性病防治站办公室主任

李声荣 南雄市古市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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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山 南雄市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人员

傅树群 韶关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雷禹民 韶关市接待办公室行政二科科长

黄德山 韶关市委宣传部网络科科长

朱学伦 韶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二大队教导员

邱继扬 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任科员

陈宣平 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规划发展科科长

马益冬 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科技科副科长

温石头 仁化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潘秀红 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何玲玉 仁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消委会秘书长

邹小华 仁化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刘晓霞 仁化县委政法委专职委员

刘志勇 仁化县民政局副主任科员

朱盆清 仁化县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副站长

刘大伟 仁化县农业局科员

朱文华 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仁化分中心办事员

何伟平 仁化县委组织部经济科教组副组长

李晓华 仁化县民政局救灾救济股科员

王国辉 仁化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办事员

曾凡清 仁化县政协组织联络科副科长

陈家权 仁化县财政局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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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华 韶关市税务局老干科科员

赖朝俊 韶关市委办公室信息综合科主任科员

袁永光 韶关市农业局主任科员

黄胜利 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宣传群工部副部长

廖 政 韶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 办公室副主任

张 洋 韶关市农业局农艺师

朱昱东 始兴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局副局长

钟小英 韶关市始兴公路局科员

刘岳文 始兴县公安局政工办办事员

徐 锋 始兴县委组织部秘书组副组长

黄 忠 始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秘书股副股长

钟细锋 始兴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康 军 始兴县纪委派驻三组副组长

陈景婷 始兴县人民法院书记员

肖家骥 始兴县工商局办事员

曾宪华 始兴县发展和改革局科员

黄秀娟 始兴县人大办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

徐贵德 始兴县政协宣传科副科长

梁 音 韶关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闻 锐 韶关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钟建新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科长

丁立强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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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旭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武江分局副局长

陈伟明 韶关市技师学院教务科长

杨献斌 韶关市人民检察院副科长

黄伟俊 韶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干部

李广祥 中国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支行行长

赖荣生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副主任科员

刘琪星 韶关市政协机关提案委、法制委科长

王志威 韶关市交通运输局违章处理中心主任

邓 鹏 韶关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办公室主任

陈 军 韶关市芙蓉新区管委会、招商发展局副局长

何先文 翁源县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副主任

肖志毅 翁源县政协科长

李海兴 翁源县交通运输局股长

沈惠英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股长

刘星星 翁源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股长

何伟光 翁源县广播电视台股长

肖尚书 翁源县纪委监委第一派驻纪检组副组长

罗发智 翁源县公安局监督室教导员

邱粤平 翁源县农业技术推广办公室股长

郑兰花 翁源县总工会女职工委主任

张华明 翁源县人民医院官渡分院院长

张安生 翁源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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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秀英 翁源县红十字会副会长

蔡建茹 翁源县科技局副局长

徐嫣蔚 翁源县质监局稽查队科员

郭 峰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韶关新丰

供电局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谭惠云 新丰县编办副主任

潘利辉 新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科员

潘光席 新丰县政法委社会工作室主任

潘灵威 新丰县委党校后勤处主任

张东方 新丰农商银行办公室办事员

李汉华 新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支部书记

李继竞 新丰县行政服务中心办公室办事员

侯 威 乳源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职工

邓小英 乳源县桂头镇政府社事办主任

张廷柱 乳源县一六镇政府扶贫办主任

赵少辉 乳源县大桥镇政府党委副书记

王 程 韶关市浈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李远贵 韶关市武江区教育局副局长

麦宇晖 韶关市武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谢甘霖 韶关市武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何伟繁 韶关市曲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黄 敏 韶关市曲江区委组织部远程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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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华 韶关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邓 辉 广东曲江沙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长

熊 杰 韶关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

雷 婷 团市委统战联络与社会工作部部长

张文锋 韶关市烟草专卖局副主任

何冬菊 韶关市曲江区纪委监委副科级纪检监察员

冯福厚 韶关市曲江区区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陈伟明 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三防指挥办主任

曹美凤 韶关市曲江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科员

魏新连 韶关市曲江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吴伟平 韶关市曲江区水务局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鑫山 韶关曲江供电局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邓棋洪 韶关市曲江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徐 露 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人民政府科员

石 为 韶关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

邱光远 韶关市曲江区税务局科员

8.河源市（156 人）

谢筱刚 河源市委组织部干部三科科长

黄 凯 河源市编办主任科员

蓝 诗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事科科长

陈文亮 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政工室副主任

吴炳霖 河源市交通运输局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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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辉 河源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

杨雪花 东源县公用事业局环卫管理所所长

陈如斌 东源县委第二巡查副组长

蓝国彬 河源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科长

陈小栋 东源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徐南敏 河源市委秘书三科科长

李 虎 河源市灯塔盆地管委会科员

肖红星 东源县林业局职员

曹颖亮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科员

罗红英 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委办公室主任

苏庆华 共青团东源县委员会城乡部部长

伍卫广 河源市人民医院财务科会计

赖少略 河源市水库移民工作局财监科科长

唐剑明 东源县经商信局股室负责人

赖小标 东源县扶贫办办公室副主任

何剑斌 东源县民政局副局长

张 权 东源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教导员

施海萍 河源市法制局科长

陈移生 河源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事员

王志华 河源市政府驻穗办科长

赖志谦 东源县税务局科员

陈健良 河源市财政局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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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坚 东源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何利生 河源市教育局教育装备办负责人

唐 丰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调研员

蔡浩斌 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杨天宜 东源县水务局综合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

赖浩文 河源市东源县委组织部调研组组长、正股级

郑新桥 河源市审计局绩效审计分局副局长局长

罗文干 河源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万梨云 河源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任科员

刘海星 中国邮政河源分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曾志平 河源市委老干部局科长

曾仕传 河源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主任

邓建基 共青团河源市委员会副主任科员

周光辉 河源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主任科员

丘 勇 河源市水务局三防办副主任

曾捷强 河源市政协办公室副调研员

邓海滨 河源市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运营中心主任

钟 彪 河源市中医院党办职员

赖相斌 河源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科员

林国旗 和平县国土局党组副书记

周志芳 和平县水利局党组成员

黄观雄 和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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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精华 和平县委办公室新闻组负责人

徐南安 和平县公路局副股长

刘育新 和平县水利局规划计划股股长

叶家春 和平县国土局副主任科员

黄志勇 和平县发改局股长

袁征东 和平县文广新局科员

郑思梅 和平县人民医院行风办主任

徐志源 和平县委统战部科员

陈建国 和平县卫计局正股长

卢志健 和平县交通局科员

黄 强 河源市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主任

傅运中 河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江北大队大队长

何其发 河源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

诸明忠 河源市发展改革局重大项目稽查办主任

黄美平 龙川县财税征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戴志华 龙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

刘志常 河源市宣传部副调研员

潘利群 龙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对口扶持股股长

吴小天 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分行行政经理

杨 江 河源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王海军 河源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

骆志光 龙川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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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青 龙川县体育局副局长

赖伟忠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政委

罗辉建 中国电信河源分公司市场部高级业务经理

张文贵 龙川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叶小凡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科长

郑衍华 河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宣传科教科科长

黄辉茂 河源市工商局协调科主任

杨旋鹏 河源市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科长

李万鸿 河源市交通运输局主任科员

周志伟 龙川县公安局拘留所教导员

杨久胜 中国联通河源市分公司业务总监

李姗君 河源市旅游局所长

邱铭钧 河源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黄 辉 龙川县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副主任

魏少文 粤电枫树坝电厂综合部长

李 毅 龙川县林业局林政股科员

郭佳艳 河源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运营中心副主任

何培耀 工商银行河源分行退休（副行长退休）

黄东平 河源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

陈宇龙 龙川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协作组组长

魏学锋 龙川县公安局科员

邓 楠 龙川县粮食局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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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巧平 龙川县税务局龙母税务分局副分局长

刘丽群 龙川县中医院办事员

刘达明 龙川县人民法院审管办科员

邓建华 河源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科

曾永辉 河源市金融局副科

刘俊侃 河源技师学院副院长

李志强 广电网络河源分公司副经理

刘小龙 河源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一科科长

张仕通 河源市民政局主任科员

黄振球 河源市财政局主任科员

甘道锋 河源市农业局动物卫生监督所主任科员

林 涛 河源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

叶小权 河源市科技局副调研员

简勇光 河源市组织部科长

温红艺 河源市社保局稽查科科长

李万大超 河源市编办行政体制改革科科长

刘小锋 河源市委政法委科长

叶 超 河源市林业局科长

邓波群 河源市检察院副主任、检察员

张君宏 河源市信访局科长

李宇平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中级讲师

陈颂明 河源市政协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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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举锋 紫金县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钟必强 紫金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县府办副主任

邓 辉 紫金县行政服务中心股长

王远康 紫金县国家保密局副局长

魏新福 共青团紫金县委员会副书记

黄锦文 河源市法制局科员

李子灵 紫金县委组织部副科长

赖梦成 紫金县卫计局法监股股长

钟育清 紫金县直工委副书记

叶震球 紫金县委组织部正科级组织员

林启南 紫金县交通局科员

叶土先 紫金县委农办主任科员

江亮明 紫金县纪委监委派驻蓝塘镇纪检监察组组长

温伟华 紫金县委政法委专职委员

叶腾芳 紫金县人民医院纪检监察室主任

贺秋奇 紫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二中队指导员

张耀平 紫金县民政局股长

严晓军 河源市纪委监委第七纪检室主任

邬定钧 河源市灯塔盆地管委会副科长

陈桂华 河源市人防办指挥信息保障中心主任

叶慧星 河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长

周金苔 河源市商务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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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铁燕 河源市统计局主任

欧阳晓科 河源市统战部办事员

邱锦军 河源开放大学主任

刘敏锋 河源市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

谢秋明 连平县委办（机要局）副局长

黄石练 连平县府办（人防办）副主任

江房武 连平县建设局纪检组长

钟 宇 连平县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谢丽芳 连平县县接待科职员

黄振波 连平县县档案局办公室主任

黄小舟 县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梁智如 连平县税务局科员

曾婵娟 连平县大湖镇府办办事员

陈远扬 河源江东新区农林水务局副主任科员

陈志伟 河源市总工会副主任科员

赖志辉 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政府扶贫办主任

肖 奕 东源县委办、县委改革办副主任

欧阳争 河源市源城区财政局助理工程师

廖海林 河源市委外办主任

9.梅州市（199 人）

邱艳红 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李贵元 梅州市梅江区林业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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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星 梅州市梅江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曾锦红 梅州市梅江区卫计局党委副书记

蔡 东 梅州市梅江区水务局副主任科员

罗 斌 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科长

黄文辉 梅州市梅江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罗春平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古 彦 共青团梅州市梅县区委员会副书记

连永娇 梅州市梅县区体育局副局长

曾玉国 梅县区委组织部电教室主任、正局级组织员

卢坚干 梅州市梅县区委办公室信访局副局长

陈杰宏 梅州农业学校高级讲师

严伟祥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讲师

姚 思 梅州市梅县区政协人秘科科长

叶劲松 广东省梅州市烟草专卖局监管办副主任

卢旺标 梅州市梅县区民政局党组成员

李华奇 梅州市梅县区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

何永中 梅州市人大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曾幼梅 梅州市梅县区科工商务管理局副局长

吴剑清 梅州市梅县区委政法委员会主任科员

宫 丹 梅州市梅县区旅游局副局长

房喻文 梅州市梅县区文明办副主任

李宏中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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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华 梅县区人大教科文卫侨工委副主任

谢维政 梅州市人民医院设备科责任组长

王志骥 梅州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员

廖志凯 嘉应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科长

莫锦均 梅州市供电局主任助理

叶皓华 梅州市教育局科长

夏端权 梅州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副主任

李业红 中国电信梅州分公司中心副总经理

吴许维 梅州市民政局副主任

朱一晖 梅州市粮食局直属分局副局长

周晓增 嘉应学院医学院团委书记

叶广平 梅州交通运输局主任科员

刘 崎 曾宪梓中学副科长

陈翠芬 梅州广播电视台工会副主席

陈炳晔 梅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教导员

凌宏耀 梅州日报客商杂志社主编兼社委办副主任

周 辉 梅州日报社副总经理

陈伟桓 嘉应学院医学院副科长

邹宇平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政委

刘国荣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讲师

李铭峰 梅州市技师学院团委副书记

张金龙 梅州中医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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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桂 曾宪梓中学体育教师

钟 戈 梅州市广播电视台 820 节目负责人

古佳昌 梅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副大队长

饶锦丰 广东汉剧院副主任

张 浩 梅州市人民检察院正科级

包卫平 梅州市人民检察院副处级

刘建刚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科长、副教授

刘宇辉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科长

刘腾龙 梅州市委办值班室主任

廖庆泉 梅州市技师学院计算机系主任

陈均祥 广东汉剧院主任

吴绪新 兴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

刘 伟 兴宁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彭燕妮 兴宁团市委书记

刘胜发 兴宁市委组织部主任

王玉芳 兴宁妇联副主席

沈志君 梅州市委政法委综合调研宣传科副科长

谢锋辉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科长

罗心欲 梅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马志全 梅州市梅州大堤管理处机电科助理工程师

李德广 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

黄勇锋 梅州市委党校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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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玲 梅州市农业科学院花卉室主任

林 新 梅州市农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

曾建文 梅州市梅州大堤管理处机电管理科科长

廖文豪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科长

谢进城 平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

陈建中 平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冯 添 平远县政协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外事委副主任

曾劲锋 蕉岭县人社局副主任科员、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局副局长

罗标明 梅州市纪委监委驻市财政局正科级纪检监察员

黄 伟 蕉岭县统计局党组成员

钟祥科 蕉岭县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刘晓红 蕉岭县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汤伟健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资管理科科长

丘万炎 梅州市财政局主任

徐勇军 蕉岭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潘俊强 广州南沙（蕉岭）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连建广 梅州市公路局科长

郭晓波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梅州卷烟厂工会办

公室科员

唐 冲 广东粤电长潭发电公司运维部部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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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粤 蕉岭县方志办副主任科员

赖特成 大埔县扶贫开发局副主任

古 彬 广东粤电大埔发电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刘 峰 大埔县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房奕全 大埔县林业局林业工程师

陈楷生 大埔县国土局科员

余美兴 大埔县档案局副局长

邓卫华 梅州市财政局拍卖行经理

温焱光 梅州市农业局副科长

丘荣耀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长

乐建文 梅州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

丘伟科 大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中心主任

蓝文峰 梅州市委组织部科长

刁宇峰 梅州高新区规划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邓振兴 大埔县烟草专卖局烟叶工作站副站长

杨钦旭 梅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主任科员

陈汉明 大埔县环保局副主任科员（宣教中心主任）

钟炳云 广东粤电青溪发电公司副主任科员

张瑞召 大埔县公安局副主任科员

高永旭 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科长

张 浩 梅州市交通局人事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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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裕 大埔县食药监局安全服务中心主任

梁武林 大埔县畜牧局总畜牧兽医师

杨访日 大埔县政法委员会依法治县办公室主任

谢凤浩 梅州市水务局主任科员

胡振城 大埔县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徐绍银 大埔县财政局总监办主任

汪东东 梅州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汤华达 梅州市纪委纪检组副组长

黄建文 大埔县陶产办信息股股长

谢勇新 广东梅州高新区管委会投资中心副主任

张志军 梅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科长

王松斌 梅州市农业局副科长

杨运枢 梅州市招商和经济合作局科长

王敬灵 梅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谢阿慧 梅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宣传科科长

王新亮 梅州市叶剑英纪念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罗志伟 梅州市供销合作社综合业务科科长

黄耀新 梅州市中小企业局科长

蓝伟庆 梅州市审计局正科级

陈 治 梅州市拍卖行副总经理

钟 媚 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

黄 明 梅州市妇女联合会机关千人计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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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火东 梅州市科技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

吴 悦 梅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处接待三科科长

曾超环 梅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督查科长

钟 春 梅州市外事侨务局科长

王 海 梅州市信访局调研科科长

钟 明 梅州嘉应新区管委会发展部副主任

黎汝文 梅州市统计局科长

王志健 丰顺县粮食局副局长

邱文丽 丰顺县招商局副局长

谢贤亮 丰顺县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陈 坚 丰顺县体育局副局长

刘辉欣 丰顺县慢病院副院长

张小承 丰顺县教育局副主任

李尚武 丰顺县住建局党组成员

邱希超 丰顺县司法局基层股股长

邱金水 丰顺县文广局副局长

彭小妮 丰顺县老干局副科级干部

简今胜 丰顺县检察院检察室主任

卢宝敏 丰顺县法制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张妙进 丰顺县城管局副主任科员

李焱航 丰顺县广播电视台副科级干部

林玉永 梅州市统一战线工作部正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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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立平 丰顺县汤南镇党政办科员

朱少随 丰顺县汤南镇新楼村驻村队长

易道先 梅州市委政研室党建科科长

刁世章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助理工程师

廖孟德 五华县安流镇扶贫办主任

林焕权 五华县安流镇扶贫办副主任

张电明 五华县安流镇扶贫办副主任

陈秋平 五华县安流镇农办主任

李旭贤 五华县安流镇扶贫办科员业务骨干

邓李琳 五华县郭田镇扶贫办主任

李铠名 五华县郭田镇政府业务骨干

邹定芳 五华县河东镇政府党委委员

范汉秋 五华县河东镇扶贫办主任

王 芳 五华县河东镇扶贫办工作人员

钟明波 五华县工商和质监局办公室副主任

陈金辉 五华县烤烟生产办公室技术股股长

潘敏仪 梅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主任

李满林 五华县横陂镇政府科员

黄文华 五华县横陂镇政府科员

张 静 梅州市税务局主任科员

钟云辉 五华县交通运输局主任科员

王培金 五华县华城镇政府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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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炜 五华县华城镇政府党委委员

张治华 五华县华城镇扶贫办主任

古玉轩 五华县华阳镇政府党委委员

邹淑丹 五华县华阳镇农办主任

古培涛 五华县农村信用社经理

邹锐兵 五华县教育局主任

魏春荣 五华县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管理股股长

钟 坚 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熊依添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梅州市分行高级副主管

甘 平 五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何 伟 五华县工业园区股股长

刘锡和 五华县岐岭镇政府村建办科员

陈东阳 五华县岐岭镇扶贫办主任

朱宏兴 五华县双华镇扶贫办副主任

陈永贤 五华县水寨镇扶贫办主任

张焕忠 五华县财政局股长

刘伯强 联通梅州分公司科级、工程师

叶穗青 五华县潭下镇扶贫办主任

林 乐 梅州市林业局林业局信息工程师

张雯瑞 五华县长布镇扶贫办主任

罗善文 五华县长布镇政府分管扶贫工作

郑启祥 五华县周江镇扶贫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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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龙 梅州市总工会教育工会主席

黄广华 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科长

温扬涛 共青团梅州市委办公室主任

10.惠州市（28 人）

郑忠业 惠州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李应文 惠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肖岳云 惠州市人大办主任科员

莫社成 惠州市环保局人事科科员

谢婉如 惠州宾馆副总经理

吴军涛 惠州市档案局副科长

骆小雄 博罗县财政局股长

杨剑锋 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博罗分中心股长

张金华 惠州市政协办副主任科员

李明珠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副主任科员

陈 壹 惠州市政府移民办副科长

黄育宁 惠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副大队长

李运龙 惠州市森林病虫害防治站副站长

巫俏曦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主任科员

张 勇 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副调研员

廖志达 惠州市交通管理总站科员

游贤学 惠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主任科员

张海平 惠州市委组织部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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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军 惠州市委机要和保密局技术检查中心主任

曾德文 惠州市民宗局民族工作科副科长

杨 成 惠州市民政局复退军人工作科科员

段利彪 惠州市住建局施工安全监督总站科员

梁 斌 惠州市教育局中小学教育科科员

李巧龙 惠州市水利局科员

陈志勇 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部副部长

许格胜 惠州市代建局办公室副主任

庄新钮 惠州市质监局主任科员

刘亮华 龙门县法院工会主席

11.汕尾市（71 人）

赖高标 汕尾市委办公室科长

黄振稳 汕尾市审计局主任科员

陈士辉 汕尾市财政局科长

陈斯科 汕尾市高速公路公司科长

陈俊佳 汕尾市委政法委科长

罗俊忠 汕尾市住建局科长

陈兴涛 汕尾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

黄辉坚 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

陈冠夷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杨永概 汕尾市教育局后勤产业办公室主任

张立业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尾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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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局纪委书记

林小群 汕尾市环境保护宣教中心主任

林进权 汕尾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主任科员

曾长华 汕尾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调研员

黄隆平 汕尾市政协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陈建清 汕尾市文联副主任科员

张贵满 汕尾市纪委三室副主任

李建深 汕尾市海防与打击走私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庄光链 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科长

刘 亮 汕尾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办公室主任

朱晓桦 汕尾市妇联宣传教育部部长

车力恒 汕尾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何世柯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疾控与应急科科长

程传辉 汕尾市水务局三防办副主任

颜伦迎 汕尾市人民防空办公室、101 工程管理所所长

李晓川 汕尾市科协科普部科长

庄孝润 汕尾市人民医院质控科副科长

潘伟平 汕尾市司法局科长

陈健雄 海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

邱跃锋 汕尾市粮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刘思伟 汕尾市技工学校讲师

王立林 工行汕尾分行督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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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参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副处长、团委书记

李冠俊 汕尾市残联主任科员

李晓宇 汕尾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

林 伟 汕尾市房管局埔边管理所所长

骆盛林 汕尾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宗教科科长

林向东 人行汕尾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副科长

唐兹强 汕尾市国资委综合法规科科长

唐炳通 汕尾市委台办人秘科科长

卢明红 汕尾电大主任

吴志斌 汕尾市法院主任科员

邱伟忠 汕尾市金融局主任科员

余其委 中行汕尾分行行政经理

温文佳 汕尾市烟草专卖局经济信息中心主任

苏友权 汕尾市经信局主任科员

刘海红 汕尾市科技局知识产权科科长

张阳生 汕尾市畜牧局副主任科员

林俊彦 省联社汕尾办事处联社主任助理

陈建锐 汕尾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庄卫星 移动汕尾分公司政企副总经理

杨 尧 汕尾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林春华 汕尾市公安局治巡支队副支队长

陈 森 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副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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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康 汕尾市规划局主任科员

吴杰林 汕尾市税务局主任科员

黄礼华 汕尾市税务局陆丰市内湖镇分局副局长

余伟彬 汕尾市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杨佳阳 汕尾市商务局主任科员

廖松标 汕尾市农垦局大安农场副场长

曾庆贺 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职员

温志文 汕尾市委组织部党代表联络科科长

李杰生 汕尾市南告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叶石坤 汕尾市农业银行高级专员

张永森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周永标 汕尾市应急管理局副支队长

吕学明 邮储银行汕尾市分行县支行副行长

管德长 汕尾市工商联（总商会）会员与经济信息联络

部部长

刘升润 汕尾市公路局主任科员

黄加伦 汕尾市信访局科员

林伟庭 汕尾市陆丰华侨管理区饶湖办事处主任科员

12.东莞市（129 人）

林映鹏 东莞市林业局副局长

陈朝云 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副调研员

殷河满 东莞市常平镇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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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秋 东莞市塘厦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梁晓晖 东莞市虎门镇党委委员

陈向宗 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祁晓峰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陈少文 东莞市茶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蔡俊锋 东莞市大岭山镇党委委员

黎汝庆 东莞市石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王 骞 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副科长

聂邵珂 东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第二派出所科员

尹巨荣 东莞市精准扶贫驻浈江区工作组组长助理

毛国华 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公室办事员

叶效容 东莞市大朗镇人民武装部干事

翟永杰 东莞市南城街道对口帮扶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陈威财 东莞市茶山镇城管分局办事员

黄碧瑶 东莞市大岭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办事员

欧阳伟杰 东莞市大岭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办事员

吴澍忠 东莞市石龙镇社会事务局办事员

陈庆红 东莞市教育局副主任科员

袁圣雄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科长

尹卓林 东莞市司法局副科长

张锡容 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高埗分局办事员

赵志平 东莞市高埗镇商务局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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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庭 东莞市信访局主任科员

沈 琦 东莞市人大办公室副科长

陈杰伟 东莞市财政局副主任

曾庆泉 东莞市黄江镇农林水务局副局长

梁东柏 东莞市黄江镇环保分局办事员

谢福钦 东莞市黄江镇人民政府武装部干事

刘智文 东莞市财政局樟木头分局办事员

刘玉林 东莞市樟木头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办事员

杨启荣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望牛墩分局办事员

周毅伦 东莞市大朗镇农林水务局办事员

黄沛堂 东莞市大朗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广告燃气

股副股长

刘焱良 东莞市大朗镇宣传文体局办事员

孙永强 东莞市清溪镇团委副书记

李万波 东莞市清溪镇住房规划建设局办事员

杨国容 东莞市清溪镇疾控中心办事员

皮圣洁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定中心科员

陈燊成 东莞市东江水务有限公司职员

林雄文 东莞理工学院讲师

钟沛江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员

袁佩朝 东莞市南城新城社区委员会委员

张厚德 东莞市南城街道办事处体育委员会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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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成 东莞市南城街道城市综合执法分局办事员

陈锦荣 东莞市常平镇扶贫办副主任

曾智钦 东莞市常平镇政法办办事员

唐 毅 东莞市莞城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办事员

陈旭森 东莞市城区职工业余学校负责人

张棪桓 东莞市莞城投资服务中心办事员

朱育宝 东莞市企石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办事员

袁忠坚 东莞市谢岗镇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办事员

周伟钊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科长

黄优秀 东莞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工作科科长

李爱杰 东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科员

刘一龙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袁财圣 东莞市林业局大岭山森林公园股长

莫镇钦 东莞市虎门镇宣传文体局办事员

肖嘉明 东莞市虎门镇安监分局办事员

钟国庆 东莞市虎门镇经济科技信息局办事员

张亦祥 东莞市凤岗镇住房规划建设局办事员

黄建华 东莞市凤岗自来水公司办公室主任

杨龙飞 东莞市凤岗镇农技中心办事员

罗伟强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政法工作局科员

陈绍佳 东莞市松山湖控股有限公司副经理

叶贯庆 东莞市塘厦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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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龙 东莞市塘厦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经理

李德文 东莞市塘厦镇投资服务中心办事员

陈家乐 东莞市沙田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办事员

彭松柏 东莞市沙田镇经济科技信息局办事员

李贵勇 东莞市委政法委主任科员

崔智成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副科长

邓建冲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石排分局科员

肖徽国 东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主管

方智玮 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曹 坚 东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厚街分局监察室主任

尹振昌 东莞市厚街镇环冈社区居委会办事员

李思思 东莞市寮步镇政研室办事员

尹仲彬 东莞市寮步镇农林水务局办事员

邓容堆 东莞市寮步镇税务协管中心办事员

孙仲钊 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办事员

蔡炳进 东莞市长安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办事员

尹健东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科员

李永福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科长

袁学新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办事员

黄树稳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办事员

黄国华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办事员

黄乐权 东莞市茶山镇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刘镇洪 东莞市茶山镇城市更新局办事员

陈伟林 东莞市公路管理局副科长

黄桂和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土地开发部副主管

赖浩华 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桥头分局执法股副队长

叶镇强 东莞市桥头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办公室副组长

古宝勇 东莞市万江街道房管所副所长

何景怀 东莞市万江街道组织人事办组织干事

陈建新 东莞市万江街道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办事员

伍志毅 东莞市洪梅镇文广中心新闻部组长

关春瑜 东莞市石排镇社会事务局副局长

梁文健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公司主管

曾龙普 东莞市道滘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办事员

冯庆权 东莞市审计局科长

黄联华 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馆副馆长

李国栋 东莞市中医院信息科科员、工程师

林献齐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任科员

吴柏江 东莞市横沥镇人民政府农林水务局办事员

周国钜 东莞市横沥镇人民政府组织人事办办事员

李晓清 东莞市医疗保障局科员

刘恩华 东莞市中堂镇文广中心新闻部主任

刘贤娣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环村人力资源服务站办事员

姚锦棠 东莞市公安局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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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丰 东莞市司法局主任科员

王小冬 东莞广播电视台纪检干部

何齐英 东莞市安监局石碣分局副局长

何志钧 东莞市石碣镇国库支付中心办事员

刘 恩 东莞市石碣镇税务协管中心办事员

陈新琤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副科长

萧汉秋 东莞市麻涌镇社会事务局统侨与优抚安置室主任

林锡培 东莞市麻涌镇漳澎村委会村主任助理

易 星 东莞市石龙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办事员

龚志权 东莞市石龙镇社会事务局办事员

李伟祥 东莞市东坑镇扶贫办职员

钟灿辉 东莞市商务局会展服务中心干部

赖昆鹏 东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

杨伟华 东莞市人民医院防疫办主任

黄树彬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科长

张君辉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副科长

罗永辉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科员

13.中山市（52 人）

谢 勇 中山广播电视台主任助理

林瑞福 中山市工商联副主任科员

何永泰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副主任

黄锡强 中山市东区卫计局副局长



— 103 —

陈世忠 中山市石岐区经济和信息局副局长

张 嵩 中山市石岐区安监分局股长

黄艺斌 中山市石岐区发展改革局统计员

曾钰强 中山市西区公安分局主任科员

梁昌环 中山市西区综治维稳办办事员

吴琳峰 中山市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办事员

覃 宇 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科员

罗海灯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

杜沛宏 中山市交通运输局科员

冼景文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主任科员

梁志远 中山市神湾镇副主任

温镕庆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科员

邓锦华 中山市南朗镇办事员

严海棠 中山市三角镇科员

黄剑波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科员

杨俊杰 中山市法制局副主任

饶海新 中山市公安局副主任科员

黄毅凯 中山市民众镇助理工程师

卢学全 中山市纪委监委副科级纪检监察员

麦宇霄 中国移动中山分公司综合管理高级专员

范文洪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分行办公室业务员

罗希京 中山市港口镇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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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坡 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主任

白金挺 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唐佳男 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吴剑洪 中山市阜沙镇人民政府副部长

苏泽能 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袁嘉俊 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吴春平 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卢志明 中山市东升镇人民政府副队长

赵标华 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雇员

方开平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副局长

刘书强 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周锦阳 中山市东凤镇人民政府科员

周锐荣 中山市南区办事处办事员

黄雪春 中山市南区办事处办事员

邓海煌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办副主任

谈近强 中山市三乡镇人民政府高级农艺师

林建华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科长

赖远泉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办公室主任

高 锋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

局党建工作部副主任科员

周友斌 中山市税务局主任科员

张建峰 中山市税务局民众分局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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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垣乐 中山市金融工作局科长

王世建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主管

林德全 中山市坦洲镇农业和农村工作局雇员

梁湛荣 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

邱文启 中山市大涌镇人民政府综治办常务副主任

14.阳江市（53 人）

陈敏胜 阳江市纪委监委廉政教育中心主任科员

陈厚全 阳江市委办公室文电法规科副科长

陈汉霄 阳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法制工委主任科员

张杰华 阳江市直机关工委武装部部长

叶大标 阳江市教育局后勤产业办公室

林进械 阳江市公安局一级警员

张蔓军 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勘察测绘院副院长

李博业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法规科科员、团支部书记

邓晓峰 阳江市地震局社会应急与宣传副主任

彭永瑶 阳江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五组副科长

郑鹏鸥 阳江市水务集团第一头净水厂工会副主席

赵 志 阳江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助理工程师

茹法坚 阳江市殡仪馆副馆长

林显富 阳江广播电视台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吴纪峰 阳江市仙家洞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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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春 中石油化工阳江石油分公司加油站主管

徐耀杰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科长

梁雄伟 中国电信阳江分公司运维部副经理

林良健 阳江市江城区委组织部党联室主任

冯君党 阳江市江城区委宣传部新闻出版负责人

刘宇桥 阳江市江城区人社局培训股股长

黄 扣 阳江市江城区粮食局管理股办事员

冯芳荣 阳江市阳东区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城乡规划股

股长

黄广专 阳江市阳东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法工委副主任

周天亮 阳江市阳东区财政局外经金融股股长

杨权伟 阳江市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区业辉 阳江市阳东区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副

局长

黄万新 阳江市阳东区公路局办公室办事员

冯成德 阳江市阳东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二大队副

股长

方 阳 阳春市纪委派驻市直属机关纪工委副科级纪检

监察员

林良盛 阳春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

唐 锋 阳春市人社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王辉煌 阳春市教育局教育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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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勇 阳春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室主任

范耀葵 阳春市委办公室、市委督查室副主任

刘映晖 阳春市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韩建成 阳春市工业园管理局主任科员

梁馨文 阳春市红十字会副主任科员

曾宪海 阳春市信访局办事员

李文龙 阳春市总工会办事员

余庆杜 阳春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副股长

邱 浩 阳春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曾 航 中国电信阳春分公司高级渠道经理

黄 宏 阳春市审计局副主任科员

黄兹海 阳西县委改革办副主任

黄昭汉 阳西县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副主任

蔡建军 阳西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梁玉若 阳西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

赖衍安 阳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政策法规股副股长

冯德欢 阳西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余庆和 阳西县教育局考试中心副股级干部

谢汝垌 阳江市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正股级干部

冯健民 阳江市海陵试验区委宣传统战部理论股股长

15.湛江市（132 人）

汤旭希 湛江市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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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东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王 琪 吴川市人民医院院长

高海涛 湛江市旅游投资集团下属子公司总经理

冉荣华 湛江市总工会产业工会工作部部长

何伟荣 湛江市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监察室副主任

钟其海 湛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大队副大队长

张德盘 湛江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培训学校主任科员

王朝伟 吴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何冲冲 吴川市农机学校负责人

黄康太 吴川市第二中学团委副书记

梁 湛 吴川市社保局城乡居保办主任

郑锦兰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

李征帆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吴川总站党总支副书记

陈晓漫 吴川市第四中学团委副书记

王中贵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基地科员

陈德斌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植秀成 广东海洋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科干部

姜建平 湛江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

黄培能 湛江市麻章区委政研室主任

苏 波 湛江市麻章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

黎广荣 湛江市麻章区交通运输局金康汽车检测站党支委

邓乔忠 湛江市麻章区委宣传部宣传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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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智学 湛江市坡头区财政局办公室主任

崔广东 海油能源发展股份公司湛江配餐服务分公司干部

詹永君 湛江市坡头区上圩中学办公室负责人

詹国强 湛江市坡头区体育事业局副主任科员

常志斌 湛江市委办科员

谭清繁 湛江市水务局科员

黄英良 中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办事员

黄 震 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人事科副主任科员

蔡东文 湛江日报社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李建杰 湛江市动物疫苗供应站兽医师

李 增 湛江市公路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

卓志强 湛江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主任科员

陈柏沅 湛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督察科副科长

陈敬东 湛江市人民政府国资委监事会专职监事

张一宁 湛江市商务局市场规划管理科科员

黎绍强 省机场管理集团湛江机场公司办公室秘书

梁锦兴 湛江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主任

陈日胜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湛江分中心副主任

梁 菊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科员

郑洪涛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计算机讲师

周忠伟 广东医科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陈匡敬 湛江农垦金星农场 24队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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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猛 湛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职员

蔡东海 雷州市党史市志研究室副主任

黄鹏翔 雷州市农业机械化管理总站副站长

林良驹 湛江雷州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综合部科员

林树祝 雷州市第四中学办公室办事员

王成心 雷州市广播电视工会副主席

吴 宁 雷州市第六中学副校长

周清潭 雷州市编办副主任

宋海兴 雷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副局长

陈贤保 雷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科员

陈伟志 雷州市财政局办公室科员

何林熹 雷州市人社局考试培训办公室主任

许菜珍 雷州市第二中学副校长

张 景 雷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吴良彬 雷州市土地交易服务中心办事员

陈丽霞 雷州市妇联副主席

郑宏林 雷州市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

邓 锦 雷州市北和中学办公室主任

蒋 养 遂溪县纪委常委

陈会扬 湛江市政府办副调研员

罗昭建 湛江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调研员

黄 智 广东遂溪农村商业银行洋青支行行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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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奇 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任科员

江传远 遂溪县中医院人事科科长

邓超伟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科员

梁华国 遂溪县委统战部民宗办主任

施坚斌 广东中烟湛江卷烟厂党建办副主任、团委书记

金景堂 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职员

陈树伟 遂溪县委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

李 斌 湛江银监分局纪委书记、副处级

许鸿飞 广东中烟湛江卷烟厂办公室主任助理

李泉宏 遂溪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科员

何泽悠 湛江市政协办公室人口资源环境科副科长

陈小玲 中国联通遂溪分公司综合室主任

申斌云 湛江市金融工作局副调研员

邱小乐 遂溪县政协办公室调研室副主任

吴 怡 湛江市应急管理局主任科员

韦 帅 湛江市体育学校党总支副书记、正科级

万庆东 湛江市南三区公共建设局局长

许剑飞 共青团湛江市委青工青农部部长

余为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委纪检员

徐亦发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科技局办公室主任

李 善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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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文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麻章

供电局局长

陈永文 徐闻县委办公室县委值班室主任

吴小雄 徐闻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负责人

蒋小丽 徐闻县委政法委办事员

郑亚龙 湛江市委政法委员会科员

臧晓宏 湛江市审计局主任科员

林昊玺 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吴玉婷 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办主任

吴裕庚 湛江市教师进修学校干部

邓华兰 徐闻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徐岸伟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团委办团委副书记

陈华卫 徐闻县农机局副局长

邢浪新 徐闻县委宣传部宣传组科员

何永平 徐闻县委组织部农村党员远程教育中心副主任

冯堪交 徐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务中心副主任

何启聪 徐闻县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

刘付悦平 廉江市交通运输局科员

李嘉砚 廉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员

曹巨魁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

许焕晨 廉江市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

蔡 立 廉江剧院场务股股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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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国 中国建设银行湛江市分行六级风险经理

吴学明 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科员

杨 勇 廉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股股长

梁妙玲 廉江市税务局工会副主席

许 忠 廉江市农业机械局农机学校副校长

陈楚蔚 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城建卫生监察中队

协管员

罗旋通 廉江市罗州街道新东社区计生专干

钟善友 廉江中学政教处副主任

何康海 廉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员

杨进通 廉江市财政局企业股副股长

黄 勇 中共廉江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谭 喜 廉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稽核股办事员

黄今冬 廉江市市场物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邓兴伟 廉江市民政局主任

何 毅 廉江市委组织部“两新”组织党工委办公室主任

谢松晓 中共廉江市委党校行政股副股长

施 磊 91959 部队某舰艇部门政治教导员

袁小雅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人事科副主任科员

何 腾 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主任科员

周文斌 湛江市赤坎区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曹仁忠 廉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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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坤鹏 廉江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办事员

郑 华 廉江市纪委监委副科级纪检监察员

16.茂名市（109 人）

卢忱伟 茂名市工商局科长

钟 健 茂名市供电局洪冠供电所副所长

张荣基 茂名市交通运输局副科长

叶宇军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辅导员

潘 球 茂名市环保局机关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刘继伟 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科长

李宇杰 茂名市港航管理局主任科员

邓官旺 茂名市委宣传部副科长

吴庆龙 茂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任科员

吕土生 茂名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所长

吴 斌 茂名市委党校副科长

李宇翔 茂名市商务局科员

曾志伟 茂名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卢 勇 茂名开放大学培训部主任

谢永明 茂名市公路局科员

李 维 茂名市发展和改革局主任科员

李 杰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科员

何伟光 茂名市纪委科长

杨小满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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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红 茂名市委政法委科长

冯志腾 茂名市旅游局科员

温 踔 茂名市食药监局科长

陈志坤 茂名市发展和改革局科长

梁 钢 茂名市广播电视台副主任

杨绍燊 茂名市公安局科员

苏彬雄 茂名市税务局科员

江 边 茂名市水务局副科长

刘海涛 茂名市房产局副所长

江 标 茂名市文广新局主任科员

谭永生 茂市审计局办公室副主任

林 营 茂名市烟草专卖局综合管理员

董福德 茂名市社科联办公室副主任

史世鑫 茂名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李亚标 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副科长

卢裕和 茂名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经理助理

崔 龙 茂名市接待办公室接待二科科长

梁志聪 茂名市委老干部局副主任科员

高春亮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副科长

陈勇强 茂名市民政局副科长

陈振才 茂名市教育局副科长

吴文娜 茂名市档案局档案督导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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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文 茂名市委统战部科长

戴启臻 茂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长

邹以辉 茂名市水务投资集团政工师

何 剑 茂名市委统战部副科长

邹 辉 茂名市经济和信息局工程师

谭克念 茂名市供销社科长

陈小政 茂名市科技局科员

胡远冰 邮政储蓄银行茂名分行经理

苏晓强 茂名市海防与打私办副科长

陈祥继 茂名市残联副科长

梁 军 茂名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科长

刘 劲 茂名市侨联办公室副主任

车建波 茂名市财政局副科长

徐锦勇 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宣传科科长

潘添明 茂名市政协办公室科长

谢守辉 茂名市税务局科员

洪国尚 中国移动茂名分公司党建管理中级专员

赖成武 茂名市党史地志办主任科员

朱寿强 茂名市总工会主任科员

崔茂海 茂名市统计局副主任科员

叶 灿 茂名市司法局科员

邓海彪 广东省渔政总队茂名支队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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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孔泉 茂名海关驻水东办事处副主任

彭西华 茂名市金融工作局科员

倪国稳 茂名市茂南区委办区委机要局局长

冯宇华 茂名市茂南区纪委监委区委巡察办副主任

邱海峰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检察院科员

蔡 宁 电白区供电局武装部副部长

许奇海 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警务保障室副主任

杨志东 茂名市电白区审计局审计师

刘 源 茂名市电白区政协办公室科员

陈秋生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中学工会主席中学高级教师

杨日华 茂名市电白区宏城房地产公司主任

廖伟安 茂名市电白区电海中学中学二级教师

苏凯德 茂名市电白区罗坑水系工程管理局三防办主任

陈焕真 茂名市电白区残联维权股股长

张 毫 茂名市电白区人社局劳动事务所长

罗强辉 信宜市第三中学校务处主任

梁 勇 信宜市人民法院科员

巫志勇 信宜市旅游局科员

李守思 信宜市委宣传部股长

李业丰 信宜市工商局副所长

梁舒婷 信宜市丁堡国土资源所职工

陆 都 信宜市大成镇中心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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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武 信宜市水务局职员

成清秀 信宜市交通局股长

廖瑞球 高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副主任科员

朱万寿 高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梁瑞波 高州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正科级）

冯杨宗 高州市第七中学政教处副主任

车平声 高州市政府办公室科员

李波锋 高州市委宣传部科员

李景锋 高州市委组织部科员

冼 锋 高州市政法委科员

邓长春 高州市纪委科员

吴肖凤 高州市教育局初中高级教师

刘伟信 高州市农机学校副校长

余绍标 广东省高州农业学校师政部负责人

严海云 高州市民政局福彩中心负责人

甘富春 化州市金融局干部

王军红 化州市卫生监督所办公室主任

何志坤 化州市房产局副所长

黄文斌 化州市人社局股长

李观敏 化州市卫计局科员

朱小明 化州市东山食品公司副经理

刘付元 化州市交通运输局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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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成 化州市烟草专卖局科员

黄月清 茂名滨海新区管委会党政综合办公室科员

17.肇庆市（67 人）

李高科 肇庆市纪委副组长

陈超强 肇庆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行政科科长

陈俊颖 肇庆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陈 晓 肇庆市委组织部电教科科长

冼 明 肇庆市委政法委副主任科员

甘永胜 肇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科

谭崇禧 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科级

陈志忠 肇庆市教育局正科级

陈航强 肇庆市教育局驻村第一书记

聂锐军 肇庆市科技局正科

钟劲辉 肇庆市公安局正科

梁友耀 肇庆市财政局副科

王国强 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任科员

冯永成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正科

王择辉 肇庆市交通运输局科员

梁健国 肇庆市水利局党办主任

罗越文 肇庆市农业农村局正科级

黄永忠 肇庆市林业局国有林场管理中心科长

杨智刚 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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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海毅 肇庆市审计局副科级

曾宝东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科

陈 政 肇庆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副科

伊江林 共青团肇庆市委员会市直团委书

林龙生 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科员

何向尚 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办事员

周建文 肇庆学院副处级

陈彦雄 肇庆学院办公室主任

汤 斌 肇庆开放大学副科级

肖常沛 肇庆市农业学校正科级

冼松生 肇庆市中医院总务科科长

刘 刚 肇庆市气象局主任科员

林绍良 肇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

杜广豪 肇庆市烟草专卖局科员

李宇平 肇庆市贺江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人员

黄卓能 肇庆市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正科

黄少兵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副主任

冼锦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企

业管理人员

罗邦等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肇庆监管分局主

任科员

邓冠华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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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强 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实技室主任

蓝志勤 肇庆市鼎湖区农业局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

谭日成 肇庆市鼎湖区民政局科员

林文威 肇庆市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科员

陈飞焕 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人民政府科员

李军华 肇庆市公路局高要分局科员

陈文忠 肇庆市高要区委机要局总工程师

凌肇武 肇庆市高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事业机构

编制股股长

区炳森 肇庆市四会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李振辉 肇庆市四会市烟草专卖局综合管理部主任

伍尚平 肇庆市四会市大沙新城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

钟有广 肇庆市广宁县司法局办事员

董庆强 肇庆市广宁县民政局科员

周佩玲 肇庆市广宁县政协办公室副科级

林作奇 肇庆市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科级

吕成忠 肇庆农业银行广宁华鸿支行副行长

邓永雄 中共肇庆市德庆县委党校教务室主任

邓爱国 肇庆市德庆县人大办副主任科员

林树伟 肇庆市德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公室副主任

谢永浩 肇庆市德庆县交通运输局办事员

钟靖辉 肇庆市封开县委组织部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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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江霖 肇庆市封开县人民法院科员

聂天松 肇庆市封开县教育局正股

卢云基 肇庆市封开县民政局科员

马植标 肇庆市封开县人民政府职员

祝锐烽 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森林分局科员

宋辉龙 肇庆高新区社会工作局科员

王 兴 肇庆高新区信访局副局长

18.清远市（159 人）

何雪忠 清远市政协法制与文史委综合科科长

罗华东 清远市技师学院教研室主任

叶永峰 清远市委党校副科长

蒙 俊 清远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科员

潘启庭 清远市审计局主任科员

胡海平 清远市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主任

林丽欣 清远市科学技术局科长

林昌瑜 清远市技师学院系主任

毛朝雄 清远市税务局信息中心主任

宋 杰 清远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王超平 清远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孙伟智 清远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四大队队长

朱广军 中石化清远分公司英德经管部副经理

杜海健 清远市代建局规划建设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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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君 清远市卫生健康局人事教育科科长

杨彩仪 清远市人才和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科员

何 芬 清远市信访局网信访科科长

欧镜洪 清远市清新区总工会副主任科员

杨 峰 清远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莫叶天 清远市委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对外联络处长

卢元伟 清远市委组织部科长

廖灿均 清远市清新区林业局副主任科员

徐作新 广东省渔政总队清新大队教导员

陈传山 清远市清新区财政局票据中心主任

吴应文 清远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陈勇鹏 清远市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郑正威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供电

局基建部副主任

张雪凡 清远市政府办秘书二科科长

雷永文 清远市总工会主任科员

樊国章 清远市人大科长

罗旭鸣 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副主任

郝喜来 清远市自然资源局科长

邱成刚 清远市人民医院天使资金办公室主任

钟坚强 清远市市场监管局主任科员

朱 萌 清远市代建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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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周伟 清远市委宣传部副科长

潘光器 清远市委台港澳办经济科科长

蒋鼎贵 清远市应急办副主任

刘智安 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站长

李红芳 英德市食药监局副主任科员

李少海 英德市政协综合委副主任科员

周京宏 英德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主任

陆 军 英德市档案局办公室主任

赖远词 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长

刘厚武 英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丘建团 英德市畜牧水产局副科级干部

曾祥贵 英德市民政局主任

刘神球 英德市人民法院教导员

刘德嘉 英德市公安局司法局主任科员

刘丁科 英德市卫计局副主任科员

彭大甫 英德市法院院长助理

赖志辉 英德市规划和城管局副主任科员

朱永明 英德市水务局副科级干部

廖耀敏 英德市农业局副科级干部

胡志坚 英德市经信局副主任科员

丘成织 清远市税务局科长

何卓华 中国移动清远分公司客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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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锋 人保财险清远市分公司电网销渠道管理员

陈 军 连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初级工

林东元 清远市第一中学总务主任助理

吴彦斌 清远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高伟文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设备科主任

黄祥志 清远市中医院财务部主办会计

何多胜 连州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副主任科员

李卫洪 清远市委政研室主任科员

罗建华 清远监狱政治教导员

何久昌 中国银行清远连州支行副行长

黎国莲 连州市环境保护局科员

宁文凯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主任

黄丽霞 连州市人民医院服务中心主任

黄一平 连州市公安局治安中队副中队长

成志疆 连州市供电局团务及青年工作岗位专责

唐玉强 连州市公安局侦察员

丘思毅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公司安技办副主任

利隽科 清远市海事局执法支队支队长

黄智勇 清远市交警支队高速七大队教导员

张耀明 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主任

刘建平 清远市交通局副科长

陈泽海 清远市交通局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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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 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主任科员

黄乐之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团委副书记

周 律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退役士兵管理办主任

蔡军鹏 农业银行清远分行督导员

邓建光 连州市市场监管局副主任科员

潘营辉 清远红十字会科长

杨德银 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何红火 佛冈县社保基金管理局党组成员

范兰修 佛冈县总工会工人文化宫主任

黄银英 佛冈县民宗局副局长

欧煜华 佛冈县纪委纪检监察员

林朝东 佛冈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邝子鸣 共青团佛冈县委员会科员

陈威源 佛冈县供销社经理

李卓凡 清远市史志办科员

覃 强 清远市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张汝区 清远市机关事务局主任科员

邓小琼 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主任科员

刘策云 佛冈县交通局生产办主任

刘 勇 清远市委办公室市委值班室主任

陈东晖 清远市委办人事行政科长、纪检监察室主任

李社辉 清远市工商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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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山 清远市机关事务局副科长

黄军龙 清远市农业局科长

植启营 清远市住建局主任科员

刘洪流 佛冈县人民法院政工科副科长

李 勇 清远市环境保护局科长

余智昕 清远市特殊学校办公室主任

麦海涛 清远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梁光伟 连山县吉田镇政府科员

莫少明 连山县民政局副主任科员

唐昌景 连山县委农办副主任科员

卢存楚 连山县公路局养护所长

胡兆赞 连山县供电局所长助理

肖前衍 清远市供销合作社科员

莫新号 连山县法院副科长

盘志辉 清远市农商行系统党委扶贫干部

张灿金 清远市水库移民管理办公室科长

谭远强 清远市档案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郑寿松 广东连南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职工

黄传波 连南县烟草专卖局中队长

陆菊香 连南县委办公室科员

罗伦武 连南县经济发展促进局科员

房新东 连南县招商局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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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雪梅 连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事员

房荣生 连南县公安局辅警大队教导员

曾美兰 阳山县老干服务所股长

陈文强 阳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

陈耀善 阳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事员

邓镜清 阳山县阳山中学教师

郭卫东 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任科员

何国强 清远市广播电视台副科长

何勇飞 清远海关主任科员

胡宇星 清远市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部主任

黄建东 清远市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

李德刚 清远市财政局财政监督分局局长

李国秋 清远市烟草专卖局大队长

李茂栋 清远市卫生健康局科长

廖瑞庆 清远市委政法委科长

刘 宁 中国联通清远分公司党群工作部业务总监

陆伟兴 清远市司法局主任科员

米丽仪 清远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成员

谭国荣 清远市土地开发储备局开发科副科长

彭惠青 英德市东华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

邹国星 连州市东陂镇人民政府社事办副主任

屠 岩 清远市国资委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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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辉 清远广播电视台主任

严华杰 清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科长

赵 明 清远市水利局主任科员

蔡 毅 清远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

黄新远 清远市财政局公积金中心副主任

邹钢民 清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科长

邱俊凯 清远市税务局主任科员

唐 彬 清远市政协办科长

成世亮 清远市清城区委农办（扶贫办）主任

朱永宜 清远市清城区委农办（扶贫办）副主任

何永权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副主任

潘国林 清远市清城区飞来峡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副主任

刘玉燕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副主任

罗绍明 清远市清新区纪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19.潮州市（27 人）

邹崇颖 潮州市自然资源局湘桥分局局长

蔡 勇 潮州市潮安区政府办职工

郑少豪 潮州市潮安区工商联办公室主任

王育灿 潮州市潮安区农业工作总站副站长

黄 海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镇农业办副主任

林小钿 潮州市潮安区沙溪镇农业办副主任

赖明泰 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农业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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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英欣 潮州市潮安区赤凤镇农业办主任

李利雄 潮州市潮安区文祠镇农业办办事员

陈奇俊 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农业办副主任

吴锡钿 潮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林为忠 饶平县税务局副主任科员

陈向群 潮州市职业技术学校主任

麦署琼 潮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主任科员

林杰娜 饶平县东山镇政府办事员

郑梓扬 饶平县钱东镇政府扶贫业务员

杨少鹤 饶平县浮滨镇政府党委副书记

张耀森 饶平县三饶卫生院检验科主任

郑雪玲 饶平县三饶镇政府扶贫办副主任

吴培淳 饶平县浮山镇政府办事员

沈 畅 饶平县所城镇政府农业办主任

张惜文 饶平县樟溪镇政府扶贫办负责人

张金培 饶平县新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陈奕煌 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

文镇成 潮州市湘桥区检察院政工科副科长

曾振盛 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政府农业办负责人

李沛青 潮州市枫溪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中心办事员

20.揭阳市（75 人）

王 华 揭阳市妇联第一幼儿园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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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培钊 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陈晓荣 揭阳市电子政务办办事员

陈伟生 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林逸爽 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王跃鹏 揭阳市揭东区曲溪街道办事处农业办主任

吴楚仕 揭阳市揭东区曲溪街道办农业办副主任

谢少霞 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陈创彬 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牌边村办事员

卢勇信 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农业办主任

李丽玲 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政府办事员

蔡泽彬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农业办主任

郑炎荣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农业办副主任

邓荣玉 揭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

陈焱飞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科员

唐海鹰 揭阳市银保监分局主任科员

谢建秋 揭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谢乐生 揭阳市城乡规划局蓝城管理所科员

胡史波 揭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科长

黄舜标 揭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陈灿林 揭阳产业园白塔镇农办办事员

林泽帆 揭阳产业园白塔镇武装部部长

林禅逵 揭阳产业园白塔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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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瑞钿 揭阳市第一中学办公室副主任

王剑雄 揭阳市综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科长

吴耿东 揭阳产业园龙尾镇农业办办事员

何立楷 揭阳市人民医院政工师

文海鹏 揭阳市委党校信息中心主任

方淼生 揭阳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副科长

郑俊城 揭阳市纪委监委副科级纪检监察员

王俊辉 揭阳市体育局主任

江 泳 揭阳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

刘海波 中国邮政揭阳分公司工作人员

林宣亮 揭阳市行政执法局科员级

张永贵 中国建设银行揭阳市分行支行副行长

蔡平贵 揭西县政法委主任

张远忠 揭西县人社局股长

方文明 惠来县葵潭镇人民政府农业办主任

高钟旺 惠来县东港镇人民政府农业办公室副主任

朱秋程 惠来县隆江镇人民政府农业办负责人

蔡俊慧 惠来县惠城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办事员

方岸桦 惠来县神泉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方则祥 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科员

陈锭忠 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科长

许素勇 揭阳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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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增钦 惠来县仙庵镇人民政府农业办副主任

吴骄弟 惠来县华湖镇人民政府农业办公室主任

谢少忠 揭阳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主任

黄宝山 揭阳市税务局主任科员

张 城 惠来县海洋与渔业局渔政大队副大队长

林中伟 惠来县气象局副股长

林健民 揭阳市司法局科长

袁伟藩 揭阳市水利局正科级干部

林坚华 惠来县人社局医保中心职员

卢丁贤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监察分局副局长

郑泽豪 国家统计局揭阳调查队副科长

庄伟营 中国人寿保险揭阳分公司科员

何坤杰 揭阳市委办督查办公室副主任

邱旭斌 揭阳市自然资源局主任科员

张泽青 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大队长

李秋发 普宁市税务局征管股副股长

陈向东 普宁市公安局南径派出所教导员

谢昭宾 揭阳市公安局副支队长

黄东敏 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科长

吴跃群 揭阳市委统战部科长

方奕涛 普宁市广播电视台工会副主席

郑晓航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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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良 揭阳市委军民融合办主任科员

杨育群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职业健康科科长

赖贤武 揭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办科长

林宏新 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南海街道农林水办负

责人

杨泽林 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保信投资公司办公室

主任

王曼涛 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管委会督查调研组组长

吴泳佳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委组织部综合组组长

詹楚建 惠来县大南山华侨管理区交通运输局股长

21.云浮市（64 人）

邓日洪 云浮市云城区审计局股长

陈燕添 云浮市云城区农业局站长

冯 枫 云浮市云城区委办科员

招 杰 云浮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科员

邓冰梅 云浮市行政服务中心科长

苏朝阳 中国移动云浮分公司副总经理

邓水强 云浮市税务局副科长

李慧恒 云浮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任科员

邹泽彬 云浮市司法局副科长

阙坚兴 云浮市总工会正科级工人文化宫主任

李永忠 云浮市云安区文化和体育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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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宇飞 云浮市国资委办公室主任

张伟连 云安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综合部副主任

冯启坤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装备室副主任

吴水连 云浮市云安区富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胡铭材 云浮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调研员

赖海文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长

叶 宇 罗定市农业局助理农艺师

陈立毅 罗定市交通运输局科员

郭会湖 罗定市水务局科员

尹华武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供电

局企业管理部副主任

吴小明 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副主任科员

黎 晖 云浮市审计局科长

范健飞 云浮市文广新局科长

罗锡炎 云浮市纪委派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科长

谢镜泉 云浮市公安局主任科员

梁 力 云浮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经济信息中心主任

李 烨 云浮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尹文礼 云浮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助理馆员

陈瑞创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供电

局助理工程师

陈浩杰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助理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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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树熙 云浮市科学技术局主任科员

黄 飞 云浮市中心血站输血技术副主任医师

李月嫦 罗定市公路局科员

李永国 罗定市城市管理局普工

廖文浩 罗定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

辛金源 罗定市科学技术局九级管理职员

黄 廷 罗定市榃滨镇人民政府科员

王彩华 罗定市连州镇人民政府科员

蓝芷玲 罗定市太平镇人民政府科员

谢娟红 罗定市附城街道办事处办事员

李昱延 罗定市船步镇人民政府科员

杜明主 云浮市民政局老龄办主任

王文强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科长

叶钊坤 云浮市贸促会秘书长

谢志伟 云浮市食品药品监督局普工

李伯强 建设银行云浮市分行七级客户经理

崔建志 新兴县房产局副主任

黄炳健 新兴县财政局预算股副股长

马振舒 新兴县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

陈家贤 新兴县人大办城乡工委副主任

邝德铭 新兴县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天德 云浮市畜牧兽医渔业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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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芳 云浮市委政法委主任科员

骆灿桥 郁南县纪委监委科员

唐志荣 云浮市编办综合科科长

欧俊杰 云浮市交通运输局科长、助理工程师

张忠杰 云浮市住建局科长、所长

彭国庆 云浮市直工委党代表工作室主任

郑杰彪 云浮市商务局副科长

郑柳杰 云浮市广业硫铁矿集团企管办副主任

廖庆锋 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郁南

供电局科员

黄天奇 云浮市体育局曲棍球初级教练

谭健锋 郁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一级警员

（二）扶贫干部（259 人）

1.广州市（25 人）

张海蓉 广州市协作办对口支援处处长

周云华 广州市教育评估和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调研员

李明华 广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规财处处长

李永恒 广州市商务局主任科员

郭扬华 广州市文广旅游局副处长

杨映池 广州市卫健委办公室副主任

刘海军 广州市国资委企业事务协调处主任科员

杨 超 广州市工商联调研信息部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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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章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

朱镇强 广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科员

叶荣怀 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岗街道办社会科科长

陈 宇 广州市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局长

金祺君 广州市荔湾区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陈小林 广州市天河区协作办公室主任

陈介东 广州市天河区前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 艳 广州市白云区科工商信局经协科科长

梁小舟 广州开发区产业园区开发办主任科员

鲁建斌 广州市黄埔区城管局副调研员

钟维智 广州市花都区科工信局协作科科长

何胜添 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科长

王秀旺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麦子坚 广州市南沙区农林局副局长

赵晓红 广州市南沙区城市管理局副调研员

邓海军 广州市增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彭 军 广州市黄埔区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深圳市（23 人）

雷本文 深圳对口帮扶汕尾指挥部社会民生组组长、调研员

凌其良 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科长

杨 辉 深圳市宝安区经济促进局（对口办）副局长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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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伟 深圳市大鹏新区经济促进局（对口办）局长、

主任

王殿甲 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对口办）局长

张 勇 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副科长

王小平 深圳市福田区经济促进局局长

陈晓武 深圳市盐田区经济促进局（对口办）局长

刘林海 深圳市光明区经济促进局（对口办）副局长

胡泽准 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农技中心主任

武子涵 深圳市坪山区经济促进局副主任科员

谭 岱 深圳市龙华区经济促进局（对口办）局长

王 军 深圳市宝安区区委区府办副处级干部

龙正国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街道党工委委员执法队队长

顾楠洲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党组成员

郭汉辉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办事处副处级干部

张国栋 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调研员

麦国坚 深圳市光明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国土中心主任

陈 东 深圳市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

唐敏红 深圳市南山区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

余曙辉 深圳市盐田区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

朱瑞涛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科员

李 星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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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珠海市（16 人）

余耀相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科长

周 勋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科员

戴 湛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科员

谢立明 珠海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区扶贫办）副科长

刘明俊 珠海市香洲区海洋农业和水务局主任科员

张伟伟 珠海市金湾区扶贫办职员

容燕宇 珠海市斗门区扶贫办副主任

陈进勇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海洋和农业局主任科员

吴伟鹏 珠海保税区管委会扶贫办副主任

熊 翔 珠海万山区扶贫办主任

曹小丽 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唐家湾镇）社区工作局局长

文 涛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发展管理部副总经理

卢仰之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李 理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

覃佐昕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口岸地区综合办副科长

范 晨 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4.汕头市（8 人）

蔡 纯 汕头市扶贫办副主任

陈若丰 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办党工委书记

曾少宁 汕头市龙湖区农业局局长

林树勋 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扶贫办副主任



— 141 —

李创佳 汕头市濠江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孔维振 汕头市潮南区扶贫办办事员

陈松敏 汕头市潮阳区农业局党组成员

吴 迪 汕头市南澳县扶贫办办事员

5.佛山市（20 人）

易 坤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副局长

赖晓峰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科长

谢 盛 佛山团市委组织部部长

廖善华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柯茂池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农林渔业局局长

张向锋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经济促进局常务副局长

许建文 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科长

张代军 佛山市扶贫办副主任

赖永逸 佛山市扶贫办副主任科员

彭焱明 佛山市扶贫办科员

李 铮 佛山市禅城区扶贫办主任

李 飞 佛山市禅城区扶贫办办事员

崔志城 佛山市南海区扶贫办主办辅员

梁翠英 佛山市南海区扶贫办辅员

张春文 佛山市顺德区农业局副局长

陈招扬 佛山市顺德区财政局科长

谭勇富 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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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辉 佛山市高明区农林渔业局副主任科员

何永坤 佛山市三水区农林渔业局（扶贫办）副局长（主任）

刘建佳 佛山市三水区扶贫办职员

6.韶关市（13 人）

林含辉 乐昌市扶贫办科员

朱 慧 南雄市委农办副主任、扶贫办主任

李文华 仁化县委农办主任、扶贫办主任

何 丹 始兴县委农办副主任、扶贫办主任

杨龙年 翁源县扶贫办副主任

曹志强 新丰县委农办副主任

林建伟 乳源县扶贫办、精准办副主任

张 斌 韶关市浈江区扶贫办副主任

梁文忠 韶关市曲江区委农办副主任、区扶贫办主任

曾彩娣 韶关市武江区扶贫办主任

刘志强 韶关市扶贫办副主任

杨浩锐 韶关市扶贫办副科长

谢建军 韶关市扶贫办副科级干部

7.河源市（11 人）

彭志通 河源市扶贫工作局办公室主任

黄陈强 河源市扶贫工作局业务科科长

张小里 河源市源城区扶贫办副主任

刘伟聪 东源县扶贫办业务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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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珊珊 和平县扶贫开发办办事员

刘敏强 和平县彭寨镇扶贫办负责人

黄 鹏 龙川县扶贫办业务股股长

何培根 紫金县扶贫办副主任

许建花 连平县扶贫办主任

陈 亮 河源市江东新区扶贫办副主任

袁初强 东源县扶贫办老区办主任

8.梅州市（10 人）

魏胜洪 梅州市梅江区西阳镇党委委员

王利玲 梅州市梅县区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与老区建设

股股长

刘尚方 兴宁市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曾 戈 平远县扶贫办副主任

陈丽雅 蕉岭县扶贫开发局副主任科员

张振军 大埔县扶贫开发局扶贫开发股股长

刘盛生 丰顺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素明 丰顺县黄金镇党委副书记

曾火祥 五华县水寨镇扶贫办专干

曾锡华 五华县河东镇农办主任

9.惠州市（7 人）

潘荣德 惠州市扶贫办副科长

陈观添 博罗县麻陂镇扶贫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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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康 博罗县扶贫办科员

曾伟平 惠东县多祝镇党委委员

林海平 惠东县白花镇农办主任

李玉菁 龙门县龙华镇农业办副主任

刘文龙 龙门县龙城街道扶贫办主任

10.汕尾市（6 人）

陈景培 汕尾市扶贫办科员

高海洋 汕尾市扶贫办办事员

苏建伟 汕尾市城区扶贫办副股长

方锦都 陆丰市委农办职员

邓梦君 汕尾市华侨管理区扶贫办办事员

罗 科 陆河县螺溪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办办事员

11.东莞市（18 人）

王雪雯 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叶晓钢 东莞市莞城街道扶贫办主任

殷沛佳 东莞市常平镇扶贫办专职副主任

巫惠平 东莞市凤岗镇人大主席

梁丽华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

杨晓斌 东莞市塘厦镇党委委员

何福明 东莞市沙田镇政府副处级干部

黄仲伟 东莞市厚街镇农林水务局局长、扶贫办主任

袁志明 东莞市茶山镇农林水务局（扶贫办）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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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锦肖 东莞市万江街道扶贫办办事员

邓伟星 东莞市石排镇农林水务局（扶贫办）办事员

梁 勃 东莞市道滘镇农林水务局（扶贫办）股长

莫巨科 东莞市中堂镇政府办事员

黄润桃 东莞市东坑镇扶贫办主任

陈智武 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副组长

陈铸平 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组员

刘旸发 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工作组组员

周伟智 东莞市人社局樟木头分局劳动监察股副股长

12.中山市（13 人）

李小建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何金寿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处级干部

巫建文 中山市扶贫办主任科员

黄丽萍 中山市扶贫办副主任

詹碧湖 中山市扶贫办主任科员

周志洪 中山市扶贫办副主任

黄泳妍 中山市扶贫办科员

王文权 中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科员

刘龙湛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

梁元辉 中山市小榄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何健洪 中山市财政局小榄分局副局长

姜术俊 中山市委党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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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强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13.江门市（3 人）

吴捷雄 江门市新会区副区长

杨海泉 鹤山市副市长

丑继明 江门市江海区副区长

14.阳江市（6 人）

洪礼志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冯帮邢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科科长

翁奕基 阳春市农业局局长、市委农办、扶贫办主任

阮奕恕 江城区农业局扶贫股负责人

黄德文 阳东区农业局扶贫办负责人

陈永利 阳西县农业局扶贫股负责人

15.湛江市（15 人）

陈碧泉 湛江市民政局救灾救助科副科长

郑洪亮 湛江市霞山区委农办副主任

林丰收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赤岭小学德育处主任

陈 柳 雷州市扶贫办办事员

李 强 遂溪县委农办主任

倪长安 吴川市农业局扶贫办主任

赵秋林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委班子成员

黎上生 湛江市南三区南三镇政府科员

黎元宇 湛江市赤坎区委常委、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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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飞 徐闻县扶贫办科员

肖发年 廉江市农业局副局长、市扶贫办主任

刘成泉 湛江市坡头区扶贫办工作人员

刘 喜 遂溪县副县长

黄哲辉 吴川市副市长

张 洋 廉江市副市长

16.茂名市（12 人）

刘沣元 茂名市电白区副区长

杨国勇 化州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

张世雄 茂南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术军 茂名市扶贫办副科长

邓佩贤 茂名市扶贫办科员

杨宇成 茂名市茂南区扶贫办副科级干部

周国荣 茂名市电白区扶贫办股长

黄盛勋 高州市扶贫办主任

邱 平 信宜市丁堡镇农办主任

陈文天 化州市农业局扶贫办主任

黄若全 茂名市电白区七迳镇农业办主任

梁金梅 茂名滨海新区农林水务和海洋渔业局干部

17.肇庆市（14 人）

梁儒发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陆开朝 肇庆市鼎湖区政府副区长



— 148 —

伍永强 肇庆市高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樊智浩 肇庆市四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宝莲 肇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廖仕聪 肇庆市高要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干部

宁 冰 肇庆市广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孔令光 肇庆市广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借调人员）科员

张汉平 肇庆市德庆县官圩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副主任

江云峰 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副主任

卢云娇 肇庆市封开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股长

林 梅 肇庆市封开县大玉口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专职副

主任

魏志华 肇庆市怀集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职员

蔡亦君 肇庆市怀集县岗坪镇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

18.清远市（17 人）

梁伟赟 清远市住建局副局长

莫慧机 清远市委农办（市扶贫办）副调研员

李美全 清远市委农办（市扶贫办）扶贫开发科科长

王家文 清远市清新区委农办（区扶贫办）主任

罗发棉 清远市清新区委农办（区扶贫办）副主任

陈诗琪 清远市清新区委农办（区扶贫办）扶贫开发股

负责人

温永杰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政府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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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兰标 英德市扶贫办主任

罗艳云 英德市扶贫办副主任

黄志平 连州市扶贫办老区股股长

黄建中 佛冈县扶贫办主任

郑彩云 佛冈县扶贫办党组成员

张其誉 连南县扶贫办主任

麦文勇 连南县扶贫孵化中心职员

谭雄辉 阳山县扶贫办主任

黄诗奎 阳山县扶贫办业务股股长

邓奕斌 阳山县政府办副主任

19.潮州市（4 人）

唐惠涛 潮州市扶贫办专职副主任

文湘鑫 饶平县扶贫办科员

陈泽欣 饶平县扶贫办高级农技师

苏和伟 潮州市湘桥区扶贫办扶贫工作股股长

20.揭阳市（10 人）

施满纯 揭阳市榕城区农业和水利局副股长

吴仕荣 揭阳市揭东区委农办办事员

吴虹洁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农林水务局副股长

佘馥郁 揭阳产业园白塔镇农业办办事员

刘佑平 揭西县扶贫办业务员

林桢钦 惠来县扶贫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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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宇鹏 普宁市南溪镇农业办副主任

林伟佳 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农林水务局办事员

魏惠珍 惠来县大南山华侨管理区扶贫办办事员

周树添 揭阳市扶贫办科员

21.云浮市（8 人）

王 华 云浮市扶贫办主任

江 山 云浮市扶贫办副主任

冯雪霞 云浮市云城区扶贫办科员

吴肖群 云浮市云安区扶贫办办事员

孔繁原 罗定市扶贫办主任

陈宝华 罗定市扶贫办副主任

张志军 新兴县扶贫办业务股负责人

谢智军 郁南县扶贫办副主任

（三）牺牲的扶贫干部（20 人）

左有球 原云浮市委政法委主任科员

邵锦才 原中国工商银行云浮分行科员

姚冠旗 原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七星墩水库管理所所长

王铭健 原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华教中心科员

陈明光 原韶关市工商银行分行业务经理

张世苏 原丰顺县潘田镇中心村党支部书记

罗志勇 原连平县委办（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督查考评专

责小组）副主任（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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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锦环 原紫金县扶贫办主任

林华平 原吴川市直属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冯万逵 原吴川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戴易聪 原徐闻县徐闻中学副校长

黄矢尖 原湛江市科技局科员

柯华庆 原吴川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纪检组组长

陈建雄 原连南县扶贫办副主任

赖志荣 原中国银行清远分行财务运营部经理助理

钟增标 原中移铁通茂名分公司业务经理

彭 华 原化州市新安镇扶贫办主任

沈海鸿 原肇庆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科副科长

陈 凯 原中国联通阳江分公司党群部主任

林树强 原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大涌口大队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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