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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 中央统战部一局综合处副处长，望谟县委常委、县

政府副县长 （挂职）

蒋千明 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部副主任

王秀文 黔西南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刘家海 兴义市坪东街道锅底河村党总支部书记

范顺民 兴义市洛万乡扶贫工作站站长、农业服务中心副主

任

李宏英 （女） 贞丰县第一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贞丰县第

一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杨应松 （苗族） 普安县茶源街道纳利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玉刚 （布依族） 册亨县双江镇坪问社区党支部书记

刘荫奇 （回族） 普安县青山镇歹苏村党支部书记

杨 浪 安龙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服务中心主任

（原安龙县栖凤街道者跃村驻村第一书记）

邓美恒 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木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唐光辉 晴隆县碧痕镇党委副书记 （原晴隆县马场乡茶际村

驻村第一书记）

省直机关工委

李桂莲 （女） 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原名誉院长）

雷远军 （瑶族） 省公安厅离退休干部处一级主任科员 （原黔

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三河村驻村第一书记）

徐加斌 省委办公厅财经处二级主任科员

令狐军 省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原长顺县热水

村驻村第一书记）

狄兆全 贵阳海关退休干部

韩锡才 省纪委省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副主任

保金州 （回族）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级主任科

员

刘建忠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党委委员，月球与行星

科学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

许邵庭 贵州日报报刊社时政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田维荣 （布依族） 省草地技术试验推广站质量检测科科长

（原纳雍县勺窝镇五一村驻村第一书记）

顾晶晶 （女，苗族） 省人民政府督查二室一级主任科员

崔玉霞 （女，布依族） 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杨 兰 （女）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宣传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江

口县双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原江口县双江街道齐

心村驻村干部）

潘昌明 （苗族） 省交通运输厅审计处副处长 （原从江县污弄

中心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邦勇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17地质大队矿产部主任

（原六盘水市钟山区月照社区玉顶村驻村第一书

记）

易 亮 省委统战部二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 彬 省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 （原黔南州罗甸县凤亭乡交

吾村驻村第一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

梁贵友 （布依族） 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贵州省中国科学

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贵州医科大学天然产

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党委书记

颜同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董 强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

徐筑燕 （女） 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

宋国林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吴光梅 （女） 贵州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辅导员

乔 靖 （女，回族） 贵州理工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省国资委党委

徐朝乾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厂粗绳车间特绳工段技

术指导

李 伟 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焊工

陈朝静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余勇军 贵州金控集团贵州贵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毕节市威宁县么站镇水塘村驻村第一书记

代 飞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炼钢事业部生产运行

党支部书记、冶炼作业区副作业长

龙 林 贵州贵天下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生产资料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娄 炯 工行贵州省分行办公室高级经理、普安县政府党组

成员 （挂职）、脱贫指挥部副指挥长

骆元忆 （布依族）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安顺紫云

石油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 （主持工作）

李 夏 （侗族）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信创项目

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李宗沛 （苗族）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执行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宋 杰 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行政主管，桐梓县

新站镇捷阵村驻村第一书记

张鸿福 （苗族）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与燃料管理部主任

孙 超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客户二处处长

路云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分行事务员 （原瓮安县

建中镇白沙村驻村干部）

王国兴 （布依族） 七冶国际工程公司七冶圭亚那马修斯锰矿

项目部副经理

胡小凯 贵州安六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 （人力资源

部） 副部长、六盘水市水城区杨梅乡杨梅村驻村第

一书记

金仕荣 （彝族） 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何连凯 华润新能源 （黎平） 风能有限责任公司黎平顺化二

期项目负责人

雷 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集团客户部云能力

中心高级产品经理

王满莉 （女） 贵州成黔车辆装配修理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副

主任

省委军民融合办

陶 安 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车工

李才刚 贵州航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伺服车间伺服机构装调

工、电液舵机组组长

卢 阳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高合机匣分厂

大炉班班长

张 勇 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产品制造三部数车组组

长

郭冬泉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设计所常务副所长

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

对象 （204名，含差额 4名）

贵阳市

李 凡 （女）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沈代红 （女） 贵阳市云岩区黔灵东路街道陕西路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熊玉菊 （女） 修文县六广镇党政办工作人员、龙窝村党支部

书记

邹华军 息烽县温泉镇党委书记

赵 蓉 （女） 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党委书记

陈孟菊 （女） 息烽县永阳街道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

陈华信 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红岩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唐玉军 开阳县宅吉乡党委书记

袁 青 （女） 贵阳市白云区第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邓 鸣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组织与人力资源部部

长

罗小靖 （侗族） 贵安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教育培训科副科

长，贵安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组织科工作人员

曹兴亮 清镇市流长苗族乡党委书记

姜秋芳 （女） 贵阳市南明区见龙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李太琴 （女） 开阳县云开街道马头寨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胡定丽 （女） 贵阳市南明区后巢乡朝阳村党支部书记

李 剑 贵阳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处 （统战处） 处长

付 勇 贵阳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党建办

主任、贵阳金鼎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副

书记 （兼）

唐运前 贵阳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张玉石 （土家族）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贵州筑城恒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执行董事

陈秀英 （女）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兴筑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遵义市

杨 健 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龙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

刘文顺 仁怀市茅坝镇二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雷小容 （女） 赤水市官渡镇党委书记

张武晓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

杨俊飞 遵义市汇川区芝麻镇党委书记

苏方涛 务川自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委党校校长

何 平 习水县东皇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前波 （仡佬族） 遵义市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人事教育科副科长

陈 力 湄潭县兴隆镇党委书记

张 棫 （女） 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区委党校

校长

王六洪 正安县谢坝乡谢坝村党总支部书记

蔡小刚 遵义市新蒲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

方 键 （女） 绥阳县茅垭镇党委书记

向 辉 （回族） 遵义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梁 娅 （女） 桐梓县大河镇党委书记

彭龙芬 （女）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党总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赵 松 余庆县龙溪镇党委书记

朱 明 （仡佬族） 凤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周 丹 （女，仡佬族） 道真自治县平模镇党委书记

肖 丹 （女） 遵义市播州区龙坑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吴奇华 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泗渡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颜学彬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六盘水市

林金秀 （女） 六盘水市钟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青林乡海发村驻村第一书记

胡吉华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乐群村党支部书记

黎清龙 盘州市物资贸易总公司安检部工作人员、民主镇石

阶路村驻村第一书记

孙墨卿 六盘水市水城区尖山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 弘 （女） 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一小学党总支部书记、校

长

曹 津 （彝族）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关寨镇上寨村驻村第一书记

邓永浩 （苗族） 盘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

局长、市公务员局局长

韩玉文 六盘水市水城区坪寨乡党政办主任

袁志祥 六盘水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 （统战部） 部长

孔 馗 （苗族） 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东风派出所党支部

书记、所长

胡 婵 （女，彝族）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中寨乡红光村党支部

书记

张雅静 （女，苗族） 盘州市红果街道党政办主任、行政党支

部书记

周 金 六盘水市水城区花戛乡党委书记

司 恒 贵州融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万兴虎 （彝族） 六盘水市六枝经济开发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

任、木岗镇抵岗村驻村第一书记

安顺市

林显才 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茶岭村党总支部书记、“旧

九”产业带党总支部书记

赵宇飞 （土家族） 贵州金武安保 （集团） 运营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

龙海斌 （布依族） 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党委书记

王泽勇 （苗族） 航空工业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摩

擦材料厂副厂长 （原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驻村第一

书记）

乔 胜 普定县玉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工委委员

何 林 镇宁自治县党员教育中心主任

罗 婷 （女） 关岭自治县百合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杨 隆 （苗族） 省委军民融合办四级调研员 （原紫云自治县

板当镇尅哨村驻村第一书记）

韦 俊 （布依族）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幺铺镇阿歪寨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陶兴敏 （黎族） 黄果树旅游区综合执法大队党委委员、副大

队长，第二党支部书记

杨 光 （女） 安顺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机关党委宣传委

员、党群工作科企业文化管理员

唐 安 （苗族） 安顺市人民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唐彩鑫 （女，彝族） 安顺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委办

公室副主任

侯年跃 （土家族） 安顺市西秀区委编办四级主任科员，大西

桥镇安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谢婉霞 （女） 安顺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旅游党支部书记

毕节市

唐 鹏 毕节市七星关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张发明 （彝族） 大方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潘 波 黔西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维 （女） 金沙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局机关

党委组织委员

张世达 织金县自强苗族乡党委书记

王荣猛 （穿青人） 毕节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兼），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党组书记

李 应 （女） 赫章县七家湾街道银穗社区党支部书记

万廷杰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党工委党建办 （远教办、区

直机关党委办） 主任

张齐龙 （彝族） 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青

山村党总支部书记

肖良国 毕节市委组织部第三党支部书记、组织一科 （党代

表联络服务科） 科长

王榆松 毕节市第一中学党建办副主任、第四党支部书记

彭 静 （女） 毕节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

副部长，毕节市公众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同心铁路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副书记

谢永贵 （白族） 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党委书记

何 峰 大方县羊场镇陇公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 琴 （女） 黔西市公安局机关党委组织委员

王 群 （女，苗族） 金沙县平坝镇八一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李 平 （穿青人） 织金县惠民街道惠泽社区党支部书记

何达跃 威宁自治县玉龙镇社会事务办主任、飞蛾村党支部

书记

刘 艳 （女） 黔草堂金煌 （贵州） 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党支

部副书记

黄承志 （彝族） 百里杜鹃管理区戛木管理区大堰社区党支部

书记

铜仁市

罗青松 （侗族） 省文物局副局长，德江县桶井土家族乡新滩

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 颖 （女，土家族） 铜仁市万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区委党校校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龙星辰 （女，苗族） 铜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工科民警

张运涛 玉屏县田坪镇党委书记

姜启云 江口县闵孝镇双屯村党支部书记

田 平 （土家族） 印江县新寨镇党委书记

黄思红 松桃县乌罗镇党委书记

李文锋 （仡佬族） 石阡县大沙坝乡任家寨村党支部书记

田景文 （土家族） 印江县纪委监委第二党支部书记，第一纪

检监察室主任

唐华锋 思南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 君 （土家族） 德江县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龚 仆 沿河县委副书记

姚 永 （侗族） 铜仁高新区大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高岩村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

田 磊 （侗族） 玉屏县麻音塘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金方云 铜仁市公路处党支部书记、副处长

李 柏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仁卷烟厂党委书记、

厂长

黔东南州

林乾礼 黄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

谷陇镇党委书记

吴长霖 （侗族） 黎平县中潮镇中潮村党总支部书记

陈 敏 （苗族） 黔东南州农业农村局事业在职联合党支部书

记、州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

杨 席 （苗族） 麻江县谷硐镇党委书记

龙登雄 （侗族） 雷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祥乡党委书记

艾立燎 （土家族） 省科学技术厅二级主任科员，剑河县岑松

镇南岑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太珍 （女，苗族） 凯里市三棵树镇党委书记

周诗权 （苗族） 施秉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县委卫

健工委书记，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杨仕俊 （侗族） 岑巩县天马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姜铁军 华侨城 （南昌）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化旅游分公司

行政人事总监，三穗县台烈镇寨头村驻村第一书记

吴 铭 （苗族） 天柱县蓝田镇党委书记

黄东琳 （回族） 台江县方召镇党委书记

游元超 （土家族） 黔东南州委组织部干部信息中心党建扶贫

科科长

陈 亮 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党建组织员、教工党支部

书记

罗忠海 （布依族） 黔东南州畅达置业有限公司质安部副部

长，从江县刚边乡加么村驻村第一书记

何洪道 （侗族） 镇远县报京乡党委书记

李 白 （苗族） 丹寨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县直机关工委

书记

蔡 毛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台江

县民族中学党总支部书记、校长

杨 威 （苗族） 凯里市湾水镇党委副书记

黔南州

罗应和 （苗族） 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向开义 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和地方工作处处长，福泉

市委副书记 （挂职）、福泉市金山街道太平村驻村

第一书记

刘正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务司干部，独山县影山镇

紫林山村驻村第一书记

张承华 （布依族） 龙里县谷脚镇谷脚社区党委书记

许 强 都匀市归兰水族乡党委书记

王登福 （布依族） 长顺县政协党组成员、长寨街道上洪村党

总支部书记

田文松 龙里县冠山街道党工委书记

何红军 （布依族） 荔波县瑶山瑶族乡巴力联合党支部书记

李 俊 贵州剑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主任、机关党支

部书记

邱定菊 （女） 瓮安县天文镇党委书记

张 迁 省财政厅国库支付中心二级主任科员，三都水族自

治县普安镇重阳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志敏 （女） 福泉市义工联合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

唐 丽 （女，布依族） 福泉市金山街道藜峨社区党委书记

但秀东 贵州顺磊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龙友国 （苗族）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

唐秀业 （壮族） 黔南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州级机关车辆综合保

障中心副主任，都匀市绿茵湖街道胡广村驻村第一

书记

黔西南州

郑周英 （女） 安龙县洒雨镇海星社区党支部书记

韦小华 （布依族） 望谟县打易镇边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邹付华 兴义市委党建办副主任，兴义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

地质公园博物馆管理科科长

詹丹志 兴仁市委书记

田 青 （布依族） 晴隆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罗定立 （布依族） 黔西南州义龙新区龙广镇党委书记

文朝明 贞丰县平街乡党委书记

袁 权 （黎族）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部副部

长、机关党总支部组织委员、组织人事党支部书

记，黔西南民族中等职业学校校长

王金成 黔西南州委组织部组织一科 （党代表联络服务科）

科长

胡世宏 黔西南州直属机关工委组织科科长 （原兴义市泥凼

镇梨树坪村驻村第一书记）

吕天尚 兴义市捧乍镇老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敬兴仁 （黎族） 兴仁市鲁础营回族乡清水河村党支部书记

王家权 安龙县笃山镇党委书记

吴秋玲 （女） 黔西南州宏升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 （党建办） 副主任

谭本朋 （布依族） 黔西南州委党校 （黔西南州行政学院、黔

西南州社会主义学院） 办公室主任

周昌勇 （布依族） 册亨县丫他镇党委书记

省直机关工委

卢启伦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

委书记、党办主任

叶 玮 （女） 省第三测绘院党委书记、院长 （省国土资源遥

感监测中心主任）

洪德边 省公安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蔡胜华 省农业农村厅直属机关党委委员、厅机关第六党支

部书记，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 （原纳雍县五

一村驻村第一书记）

胡万祥 省监狱管理局机关党委委员、第九党支部书记、后

勤装备处处长 （原凤冈县永和镇党湾村驻村第一书

记）

林青峰 省科学技术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漆安桂 （女） 省委党校 （贵州行政学院、省委讲师团） 学员

工作部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冯发金 省教育厅机关党委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杨昌德 （苗族） 省委政策研究室机关纪委副书记、第四党支

部书记、督察处处长

袁 方 省国家安全厅直属机关党委委员、党总支部副书记

龙 飞 （侗族） 省生态移民局人事处 （机关党办） 一级主任

科员

徐 军 省人才大市场流动人才党委委员、党办主任，人才

大市场副主任

叶 明 （侗族）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贵州局六七五处党委

办公室主任、劳动人事科科长

陈 华 （土家族） 省财政厅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进华 （土家族） 省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

宋洪庆 贵州大学团委副书记、校团委党支部书记

吕映红 （女，白族）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张军梅 （女） 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党委书记、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书记

刘 颖 （女）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常务副主

任，普定县中医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普定县妇

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杨清玉 （女，侗族） 遵义医科大学机关党委书记

颜政纲 贵州理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

张仁俊 （女） 贵州开放大学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委

员、党委组织部长

蒋永彪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党委宣传统战部

部长

省国资委党委

毛家荣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吴 勇 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杨 进 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张艳东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

彭 云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委

书记、工会常务副主席

肖继红 （女）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 （企业文化

部、机关党委办公室、机关纪委办公室） 主任、党

建工作部党支部书记

蒋帮俊 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中心贵州

总部党群工作部主任、北京总部党群工作部主任

刘金营 贵州省水利投资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办公室

主任、集团工会副主席 （兼）

胡海波 贵州航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

任兼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党委秘书

童 岚 （女）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主

任

覃信安 （苗族） 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王 乾 贵州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 机关党委副书记、党建

工作处处长

刘明富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办主任、直属机关

党委副书记

王光举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卷烟厂党委书记、

厂长

李国志 贵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和人力资源部主任

周文涛 （苗族） 中国建设银行凯里北京路支行党支部书记、

副行长

来 呈 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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