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脱贫指发〔2018〕10 号 

 

广元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文件

 

广元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 

关于表扬广元市第三届 “百佳示范脱贫户”的 

决  定 
 

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在各级各部门和社

会各界精准帮扶下，广大贫困群众积极发挥主体作用，自觉投身

精准脱贫，涌现出一批不等不靠、自强不息的先进典型。为表扬

先进，鼓舞斗志，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

第五个扶贫日来临之际，对苍溪县高坡镇天螺村六组罗先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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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先进典型予以表扬，授予广元市第三届 “百佳示范脱贫户”

称号,每户奖励现金 1000 元,以资鼓励。 

此次受表扬的示范脱贫户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既积极

感恩自强，大力发展增收项目，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如期

脱贫；又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养成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具

有广泛的示范带动作用，是广大贫困群众的优秀代表。希望获得

表扬的同志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充分发

挥榜样引领作用，带领更多的贫困群众脱贫奔康。 

希望全市广大贫困群众，以广元市第三届“百佳示范脱贫户”

为榜样，大力发扬红军精神和灾后重建“两幅标语”精神，感恩

奋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断增强自我脱贫能力，

不断夯实造血生血基础，早日实现脱贫奔康。 

 

附件: 广元市第三届“百佳示范脱贫户”名单 

                 

 

                 广元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 

                         2018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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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元市第三届“百佳示范脱贫户”名单 

 

罗先钱  苍溪县高坡镇天螺村六组 

张和平  苍溪县漓江镇官庄村一组 

罗文丽  苍溪县云峰镇插花村二组 

候武赤  苍溪县龙王镇五台村三组 

韩登华  苍溪县白驿镇中和村一组 

苟从满  苍溪县禅林乡明阳村二组 

梁功荣  苍溪县龙洞乡后河村五组 

乔荣德  苍溪县白山乡寨垭村六组 

程  兵  苍溪县桥溪乡川主村二组 

邓仲慧  苍溪县河地乡白山村二组 

刘兴发  苍溪县唤马镇云龙村三组 

李金山  苍溪县三川镇莲池村三组 

何朝勇  苍溪县永宁镇铺子村一组 

杨显春  苍溪县鸳溪镇石盘村一组 

李家宁  苍溪县黄猫乡方水村四组 

李在清  苍溪县陵江镇白观村一组 

张大富  苍溪县雍河乡乐园村一组 

何波才  苍溪县浙水乡四坪村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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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义宗  苍溪县彭店乡吴垭村四组 

张显志  苍溪县亭子镇清河村二组 

李  健  旺苍县天星乡大山村三组 

李建国  旺苍县白水镇同心村三社 

卢荣贵  旺苍县福庆乡红花村十组 

张天安  旺苍县金溪镇中坝村五组 

卢方华  旺苍县米仓山镇元山村一社 

李章全  旺苍县普济镇炉溪村三组 

吴代润  旺苍县万家乡阳雀村五组 

苟小锦  旺苍县尚武镇石锣村五组 

何诗潘  旺苍县五权镇楼房村五组 

吴江龙  旺苍县五权镇大垭村二组 

贺志周  旺苍县燕子乡金银村六社 

李春秀  旺苍县张华镇池龙村三组 

吴映泽  旺苍县檬子乡柏杨村河水组 

李德平  旺苍县东河镇陈坪村三组 

袁富顺  旺苍县柳溪乡狮坪村四组 

赵大军  旺苍县龙凤镇龙安村七组 

李荣林  剑阁县东宝镇迎春村四组 

杨国林  剑阁县碑垭乡先锋村 6组 

任银中  剑阁县高池乡胜利村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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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龙  剑阁县广坪乡健康村六组 

岳定朝  剑阁县国光乡石堰村一组 

唐桂芳  剑阁县毛坝乡光华村四组 

徐国光  剑阁县禾丰乡油房村二组 

徐奉学  剑阁县禾丰乡健全村七组 

梁仁才  剑阁县鹤龄镇白鹤村六组 

张国燕  剑阁县柳沟镇四五村四组 

张布胜  剑阁县西庙乡石柱村七组 

李国民  剑阁县香沉镇龙台村二组 

苏登美  剑阁县店子乡盘龙村五组 

王正坤  剑阁县高观乡田坝村一组 

贾思国  剑阁县公店乡五一村四组 

唐荣天  剑阁县普安镇白虎村四组 

王仕堂  剑阁县下寺镇石瓮村五组 

彭相坤  剑阁县盐店镇五指村五组 

陈元进  剑阁县龙源镇一心村二组 

张兴福  剑阁县樵店乡新房村四组 

王碧军  剑阁县田家乡响水村五组 

何文泽  青川县房石镇天井村苍子组 

王海金  青川县大院回族乡竹坝村麻柳社 

周顺全  青川县关庄镇群力村周家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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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太刚  青川县蒿溪回族乡青光村三组 

刘思贵  青川县建峰乡青沟村 1组 

何学友  青川县马鹿镇陇溪村四组 

丁仕忠  青川县木鱼镇文武村 4社 

马洪财  青川县前进乡长坪村黄家沟组 

王德金  青川县乔庄镇茶树村一组 

张  敏  青川县三锅镇畜牧村一社 

罗仕碧  青川县石坝乡中心村李子组 

柳丕华  青川县瓦砾乡柳河村安家坪社 

寇成贵  青川县大坝乡大坝村上河组 

刘孝成  广元市利州区荣山镇平基村五组 

陈明军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苏家村二组 

张万兴  广元市利州区金洞乡松柏村四组 

郭元财  昭化区大朝乡牛头村二社 

刘思勋  昭化区丁家乡断桥村六组 

蒲正德  昭化区红岩镇玉皇村二社 

张德松  昭化区太公镇白头村一社 

田桂英  昭化区虎跳镇三公村三组 

向桂林  昭化区磨滩镇佛岩村五组 

高尚太  昭化区明觉镇鹅项村六社 

王锡国  昭化区射箭乡塔子村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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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桂军  昭化区香溪乡白鹤村二组 

陆春华  昭化区石井铺镇庙儿顶村一组 

蔡瑞康  昭化区元坝镇中梁村五组 

耿财先  昭化区张家乡金紫村四社 

马元良  昭化区王家镇五马村八社 

刘思荣  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 5组 

蔡兵兵  朝天区曾家镇响水村 3组 

徐宗华  朝天区转斗镇蒿地村 4组 

杨开智  朝天区两河口乡杨家村 3组 

王加全  朝天区平溪乡毛坝村 3组 

鄂建秀  朝天区文安乡将军村 2组 

张正琴  朝天区小安乡全胜村 1组 

杨金满  朝天区鱼洞乡东风村 2组 

刘文辉  朝天区中子镇枣树村 6组 

胡登林  朝天区东溪河镇菜籽坝村 9组 

向星安  朝天区麻柳乡石牌村 2组 

庞明东  朝天区花石乡花石村 2组 

张金秀  朝天区蒲家乡元西村 7组 

胡基志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龙街道办事处摆宴村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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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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