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广元市委员会文件 
 

 

广委〔2017〕29 号 

  

 

中共广元市委  广元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 2016 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党（工）委、管委会： 

2016 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

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实现整体连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的

奋斗目标，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好”目标，采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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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举措、付出超常努力，扎实推进“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六

个一”和 22 个专项计划落地落实，完成 148 个贫困村退出、6.1

万贫困人口脱贫，实现首战告捷。全市贫困人口从 2014 年建档

立卡的 35.37 万人减少至 2016 年底的 17.12 万人，贫困发生率

从 15.46%下降到 7.4%，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为全

市打赢脱贫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推进脱贫攻坚中，各县区、行业扶贫部门和 739 个贫困村

的联系领导、国家省级帮扶工作队、市县帮扶单位、第一书记、

驻村干部、驻村农技员和 5万名帮扶责任人，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主战场，心系群众、倾情奉献，带着群众苦干实干、奋力攻坚，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户帮扶，大力帮助贫困村夯实基础设施、

发展特色产业、兑现扶持政策、提升能力素质、培育新风正气，

大力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解困、致富奔康，使贫困村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为激励先进、鲜明导向，经综合考核，市委、市政府决定，

对 2016 年全市脱贫攻坚中表现优秀的苍溪县等 4 个脱贫攻坚先

进县区、市以工代赈办等 10 个先进行业扶贫部门、司法部帮扶

工作队等 43 个国家省级先进帮扶工作队、市纪委（监察局）等

70 个先进帮扶单位、杜彬等 50 名优秀第一书记、李筠等 30 名

优秀驻村干部、潘茜等 50 名优秀农技员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牢

记为民宗旨，保持攻坚定力，强化责任担当，满怀工作激情，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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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和老百姓一块苦、一块干，以更加严实的作风和精细的标准，

做深做实做好驻村帮扶工作，为全市打赢脱贫攻坚第二仗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以受表

扬的先进典型为榜样，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始终做

到念兹在兹、唯此为大，保持攻坚决胜的坚定决心、昂扬斗志和

强劲态势，锁定脱贫攻坚目标，攻重点、破难题、补短板，百倍

用心、千倍用力，以“绣花”功夫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1个贫困

县（区）摘帽、255 个贫困村退出、6.78 万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乘胜挺进、连战连胜。 

 

附件：广元市 2016 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中共广元市委                 广元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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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元市 2016 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县区 

苍溪县、旺苍县、朝天区、剑阁县 

二、先进行业扶贫部门 

市以工代赈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卫生计生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 

市委组织部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人行广元市中心支行      农业发展银行广元分行 

三、国家、省级帮扶部门单位先进帮扶工作队（43 个） 

（一）苍溪县（2个） 

司法部帮扶苍溪县云峰镇云台村工作队 

省委组织部（西南油气分公司、大唐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帮

扶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工作队 

（二）旺苍县（14 个） 

九三学社中央帮扶旺苍县三江镇厚坝村工作队 

省科技厅帮扶旺苍县高阳镇关山村工作队 

省贸促会帮扶旺苍县农建乡农建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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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原子能研究院帮扶旺苍县尚武镇寨梁村工作队 

省计算机研究院帮扶旺苍县木门镇元坝村工作队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帮扶旺苍县高阳镇双午村工作队 

省气象局帮扶旺苍县柳溪乡梨花村工作队 

省气候中心帮扶旺苍县鼓城乡关口村工作队 

省气象服务中心帮扶旺苍县尚武镇石锣村工作队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帮扶旺苍县黄洋镇金华村

工作队 

省农村经济信息中心帮扶旺苍县鼓城乡元山村工作队 

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帮扶旺苍县高阳镇古柏村工作队 

省科学器材公司帮扶旺苍县木门镇天星村工作队 

旺苍攀成钢焦化有限公司帮扶旺苍县嘉川镇和平村工作队 

（三）剑阁县（4个） 

民进四川省委帮扶剑阁县姚家乡银溪村工作队 

中行四川省分行帮扶剑阁县涂山乡涂山村工作队 

省国税局帮扶剑阁县城北镇石庙村工作队 

省国税局干校帮扶剑阁县姚家乡柳场村工作队 

（四）青川县（4个） 

省扶贫移民局帮扶青川县瓦砾乡乌龙村工作队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帮扶青川县黄坪乡解放村工作队 

省通信管理局（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帮扶青川县黄坪乡青春

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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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帮扶青川县乔庄镇茶树村工作队 

（五）利州区（9个） 

省商务厅（农发行四川省分行、中科院成都分院）帮扶利州

区三堆镇龙池村工作队 

四川省艺术职业学院帮扶利州区大石镇石笋村工作队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帮扶利州区白朝乡魏子村工作队 

中国科学院成都光电技术研究所帮扶利州区大石镇大广村

工作队 

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帮扶利州区大石镇前哨村工作队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帮扶利州区荣山镇

和平村工作队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帮扶利州区荣山镇中口村工

作队 

成都中科唯实仪器公司帮扶利州区宝轮镇苏家村工作队 

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帮扶利州区大石镇青岭村工作队 

（六）昭化区（6个） 

省公安厅（省扶贫移民局、省煤田地质局）帮扶昭化区大朝

乡牛头村工作队 

省财政厅帮扶昭化区白果乡狮子村工作队 

四川音乐学院帮扶昭化区王家镇文星村工作队 

省财经职业学院帮扶昭化区梅树乡潼梓村工作队 

省财政厅支付中心帮扶昭化区黄龙乡水磨村工作队 

 — 6 —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帮扶昭化区红岩镇坪林村工作队 

（七）朝天区（4个） 

省委编办帮扶朝天区中子镇印坪村工作队 

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帮扶朝天区大滩镇自然村工作队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帮扶朝天区鱼洞乡鱼鳞村工作队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帮扶朝天区蒲家乡罗圈岩村工作队 

四、先进帮扶单位（70 个） 

（一）市级先进帮扶单位（40 个） 

市纪委（监察局）            市检察院 

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协办公室 

市委宣传部                  市直机关工委 

市委编办                    市委农工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市旅游发展委                市科技知识产权局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                    市环保局 

市农业局                    市林业园林局 

市审计局                    市工商局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统计局 

市扶贫移民局                市国税局 

市国资委                    市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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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白龙湖管理局              市妇联 

市科协                      广元监狱 

荣山地区检察院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    市天然气公司 

市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城建开发总公司 

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贵商村镇银行 

（二）县区先进帮扶单位（30 个） 

苍溪县（9个） 

苍溪县检察院                苍溪县委组织部 

苍溪县公安局                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苍溪县交通运输局            苍溪县农业局 

苍溪县林业和园林局          苍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苍溪县统计局 

旺苍县（4个） 

旺苍县委办公室              旺苍县委组织部 

旺苍县林业和园林局          旺苍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剑阁县（7个） 

剑阁县委办公室              剑阁县政府办公室 

剑阁县委宣传部              剑阁县委政法委 

剑阁县农业局                剑阁县住建局 

剑阁县民政局 

青川县（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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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教育局                青川县委老干局 

青川县唐家河管理局 

利州区（2个） 

利州区委组织部              利州区审计局 

昭化区（2个） 

昭化区委办公室              昭化区国税局 

朝天区（2个） 

朝天区政府办公室            朝天区食药工商局 

经开区（1个）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质监分局 

五、优秀第一书记（50 名） 

苍溪县（15 名） 

杜  彬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宣传信息科科长，苍溪县白山

乡宝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雄  市委编办综合科干部，苍溪县五龙镇龙隐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张绪鑫  市扶贫移民局扶贫移民服务和信息中心副主任，苍

溪县东青镇东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印坤  苍溪县文昌镇党委副书记,苍溪县文昌镇鸳鸯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郭  晓  苍溪县歧坪镇社会事务管理办主任,苍溪县歧坪镇

红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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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锦  苍溪县教科局教研室干部,苍溪县龙山镇文柏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祖  军  苍溪县委党校副校长,苍溪县永宁镇柑子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杨  斌  苍溪县农业局信息中心主任,苍溪县中土镇元宝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松柏  广元银监分局党委宣传部部长,苍溪县龙王镇伍家

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梁  峰  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城建处副处长,苍溪

县东青镇志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高海龙  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干事,苍溪县石门乡铧山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许凤迎  市质监局地标科主任科员,苍溪县陵江镇李花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孙大彪  苍溪县八庙镇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苍溪县八庙

镇涧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  容  苍溪县安监局监察室主任,苍溪县东溪镇英明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马迪克  市中心医院党委办干部,苍溪县鸳溪镇四房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旺苍县（7名） 

唐  伟  市总工会帮扶中心主任，旺苍县英萃镇响水村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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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一书记 

杨  波  利州中专“9+3”办公室主任，旺苍县国华镇山寨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袁  国  旺苍县教科局安全办副主任，旺苍县五权镇三溪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  飞  旺苍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旺苍县万家乡金星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 

孙  波  旺苍县物价局办公室副主任、金溪镇科技副镇长，

旺苍县金溪镇中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孙晓蓉  旺苍县统计局党组成员、普查中心主任，旺苍县福

庆乡新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跃琼  旺苍县城乡规划和住房局干部，旺苍县东河镇凤阳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剑阁县（11 名） 

吴国勇  市人防办综合科科长,剑阁县樵店乡木林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谭群益  市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剑阁县店子乡尖

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何万军  剑阁县团县委办公室主任,剑阁县江石乡梨垭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杨  伟  剑阁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副主任,剑阁县金

仙镇双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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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继明  剑阁县委编办督查股负责人,剑阁县田家乡共和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建良  剑阁县文广新局机关支部书记,剑阁县碗泉乡石靴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再富  广元盐业分公司剑阁支公司经理助理,剑阁县演圣

镇天马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绍波 人行广元市中心支行副科长,剑阁县柘坝乡龙柏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定德  中国电信剑阁分公司综合管理员,剑阁县摇岭乡山

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  涛  市体育局青少年体育与竞训管理科副科长,剑阁县

张王乡苍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育全  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工程师,剑阁县香

沉镇龙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青川县（5名） 

王艺霖  青川县房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青川县房石镇百

兴村党支部（新龙村）第一书记 

邢跃川  市残联就教科科员,青川县关庄镇群力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张思源  青川县木鱼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青川县木鱼镇新

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相平  青川县统计普查中心业务股股长,青川县观音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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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邹远波  青川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科员,青川县板桥乡新坝

村党支部（新埝村）第一书记 

利州区（4名） 

何建华  利州区委政法委政治处主任,利州区荣山镇峰岩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严玉蓉  利州区妇联办公室主任、区委第四巡察组副组长,

利州区宝轮镇田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韩雅丽  利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与区划地名股干部,利州区

赤化镇冯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永坤  利州区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退休干部,利州区龙潭

乡桃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昭化区（4名） 

尚  林  昭化区安监局干部,昭化区王家镇五马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刘太生  昭化区地税局党办干部,昭化区卫子镇刘家河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秦  均  昭化区老年活动中心主任,昭化区青牛乡莲池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李联科  昭化区疾控中心监测科科长,昭化区沙坝乡长梁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朝天区（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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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海波  市农业局产业科干部,朝天区李家乡老林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范仕敏  市经信委办公室科员,朝天区陈家乡青鹿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孙  勇  市疾控中心党办主任,朝天区鱼洞乡东风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许  焘  朝天区农工委产业科干部,朝天区两河口乡黄柏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 

六、优秀驻村工作队员（30 名） 

（一）市级优秀驻村工作队员（15 名） 

李  筠  市中心医院党委办主任，苍溪县鸳溪镇四房村驻村

工作队员 

秦小萌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干部，苍溪县龙山镇荆树村

驻村工作队员 

刘鹏飞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旺苍县化龙乡

石川村驻村工作队员 

陈  刚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育部党支部书记，旺

苍县檬子乡柏杨村驻村工作队员 

李  高  市气象局办公室副主任，旺苍县柳溪乡梨花村驻村

工作队员 

赵文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剑阁县开封镇友爱

村驻村工作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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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恒  市外侨和港澳事务办干部，剑阁县木马镇庵子村驻

村工作队员 

郭  强  市安全生产监管局人事科科长，青川县营盘乡都家

坝村驻村工作队员 

宋明修  市档案局科员，青川县苏河乡东风村驻村工作队员 

李先林  市中医院党委办主任，利州区白朝乡观音村驻村工

作队员 

王继红  市重点办机关工会主席，昭化区张家乡尖山村驻村

工作队员 

吴其超  市国调队住户科副科长，昭化区红岩镇红江村驻村

工作队员 

段广芸  市粮食局人事科科长、机关工会主席、机关党委委

员，朝天区青林乡茅垭村驻村工作队员 

任庆业  国网广元供电公司羊木供电所专职电工，朝天区羊

木镇新山村驻村工作队员 

钟何欣  市广播电视台社教部副主任，广元经开区盘龙镇黄

垭村驻村工作队员 

（二）县区优秀驻村工作队员（15 名） 

苍溪县（5名） 

李树银  苍溪县政府办公室行管股干部，苍溪县五龙镇玉顶

村驻村工作队员 

王振宇  苍溪县价格认证中心主任，苍溪县云峰镇东柏村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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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队员 

梁  明  苍溪县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干部，苍溪县石门乡

中梁村驻村工作队员 

杜  港  苍溪县委办公室党委办主任，苍溪县陵江镇九湾村

驻村工作队员 

唐先永  苍溪县水务局干部，苍溪县白桥镇青林村驻村工作

队员 

旺苍县（2名） 

刘旭东  旺苍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旺苍县张华镇池龙村驻

村工作队员 

李  平  旺苍县扶贫移民局移民工作股股长，旺苍县天星乡

青峰村驻村工作队员 

剑阁县（3名） 

罗锦安  剑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干部，剑阁县武连镇四合

村驻村工作队员 

岳全杰  剑阁县政协办公室干部，剑阁县木马镇金魁村驻村

工作队员 

蒋和坪  剑阁县纪委干部，剑阁县城北镇锯山村驻村工作队员 

青川县（2名） 

王万寿  青川县惠民帮扶中心主任，青川县大院乡竹坝村驻

村工作队员 

何文锋  青川县妇幼保健院主任，青川县前进乡长庄村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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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员 

利州区（1名） 

鲁正明  四川天曌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工会主席，利州区

三堆镇白岩村驻村工作队员 

昭化区（1名） 

翟  澍  昭化区委宣传部干部，昭化区大朝乡牛头村驻村工

作队员 

朝天区（1名） 

赵全斌  朝天区地税局机关党办主任，朝天区曾家镇前卫村

驻村工作队员 

七、优秀农技员（50 名） 

苍溪县（15 名） 

潘  茜  市农业局人事科干部，苍溪县东溪镇花园村驻村农技员 

刘艳林  市农业局农机技术推广站干部，苍溪县高坡镇竹林

村驻村农技员 

周万国  苍溪县陵江镇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苍溪县陵江镇

李花村驻村农技员 

刘思荣  苍溪县河地乡农技推广站长，苍溪县河地乡地干村

驻村农技员 

罗  功  苍溪县东青镇农业服务中心干事，苍溪县东青镇东

红村驻村农技员 

李  明  苍溪县亭子镇农技推广站站长，苍溪县亭子镇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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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驻村农技员 

寇晓敏  苍溪县唤马镇农技站站长，苍溪县唤马镇金刚村驻

村农技员 

向茂德  苍溪县彭店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苍溪县彭店乡

来龙村驻村农技员 

陈仕敏  苍溪县歧坪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苍溪县歧坪镇

寨堡村驻村农技员 

伍洪昭  苍溪县桥溪乡农业产业服务中心主任，苍溪县桥溪

乡云丰村驻村农技员 

张廷波  苍溪县黄猫乡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苍溪县黄猫乡

南军村驻村农技员 

寇治林  苍溪县白鹤乡畜牧兽医站站长，苍溪县白鹤乡白鹤

村驻村农技员 

王会邦  苍溪县岳东镇畜牧兽医站干部，苍溪县岳东镇双柏

村驻村农技员 

王友志  苍溪县禅林乡农技推广站站长，苍溪县禅林乡铃旗

村驻村农技员 

寇  浩  苍溪县白山乡农技推广站站长，苍溪县白山乡飞凤

村驻村农技员 

旺苍县（7名） 

伍秀娟  旺苍县嘉川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旺苍县嘉川镇五红

村驻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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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林元  旺苍县尚武镇农技推广服务站干部，旺苍县尚武镇

寨梁村驻村农技员 

向文能  旺苍县木门镇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旺苍县木门镇

元坝村驻村农技员 

彭加苍  旺苍县金溪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旺苍县金溪镇黄柏

村驻村农技员 

伍洪春  旺苍县张华镇农技推广服务站干部，旺苍县张华镇

松浪村驻村农技员 

冯  进  旺苍县檬子乡农技推广服务站干部，旺苍县檬子乡

店坪村驻村农技员 

戚  军  旺苍县白水镇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旺苍县白水镇

前锋村驻村农技员 

剑阁县（11 名） 

李  宏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剑阁县柳沟镇四五村驻村

农技员 

卫东昌  剑阁县元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剑阁县元山镇双

狮村驻村农技员 

郑明康  剑阁县剑门关镇农业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剑阁县

剑门关镇桂花村驻村农技员 

刘尚林  剑阁县汉阳镇农业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剑阁县汉

阳镇顺风村驻村农技员 

赵邦勇  剑阁县柏垭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助理兽医师，剑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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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垭乡程山村驻村农技员 

肖庆明  剑阁县田家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剑阁县田家

乡共和村驻村农技员 

李金钊  剑阁县禾丰乡畜牧兽医站助理兽医师，剑阁县禾丰

乡三尖村驻村农技员 

何  勇  剑阁县北庙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剑阁县北庙

乡明兴村驻村农技员 

谢  勇  剑阁县城北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助理农艺师，剑

阁县城北镇石庙村驻村农技员 

刘杰平  剑阁县江石乡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剑阁县江石乡

梨垭村驻村农技员 

王明祥  剑阁县西庙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农艺师，剑阁县西

庙乡清潭村驻村农技员 

青川县（5名） 

罗莉萍  市农业局农安科科长，青川县木鱼镇新潭村驻村农

技员 

王  涛  青川县青溪镇农技站站长，青川县青溪镇和平村驻

村农技员 

易建明  青川县七佛乡农技站站长，青川县七佛乡新坪村驻

村农技员 

刘兴武  青川县桥楼乡畜牧兽医站站长，青川县桥楼乡新龙

村驻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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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仕俊  青川县苏河乡畜牧兽医站站长，青川县苏河乡毛坪

村驻村农技员 

利州区（4名） 

赵德奎  利州区农业局扶贫攻坚办公室主任，利州区白朝乡

星明村驻村农技员 

唐建东  利州区赤化镇农技站副站长，利州区赤化镇冯家村

驻村农技员 

罗卫萍  利州区区农业局办公室农艺师，利州区荣山镇花园

村驻村农技员 

任成军  利州区金洞乡农技站站长，利州区金洞乡金龙村驻

村农技员 

昭化区（4名） 

梁廷远  市农业局畜牧业科科长，昭化区王家镇五马村驻村

农技员 

李静华  昭化区农业局科教信息股干部，昭化区卫子镇刘家

河村驻村农技员 

杨勤智  昭化区农业局产业办干部，昭化区磨滩镇中华村驻

村农技员 

曹  正  昭化区红岩镇农业站站长，昭化区红岩镇广吉村驻

村农技员 

朝天区（3名） 

付满成  朝天区蒲家乡农业服务站干部，朝天区蒲家乡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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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村驻村农技员 

何明乾  朝天区农业局执法大队干部，朝天区陈家乡村天井

村驻村农技员 

赵  旭  朝天区农业局畜牧水产股干部，朝天区大滩镇光辉

村驻村农技员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1名） 

刘  春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作办公室干部，经开区

盘龙镇黄垭村驻村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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