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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山 康保县满德堂乡李生宝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
段许东 康保县芦家营乡西孟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
陈向龙 康保县康保镇大萝卜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李 果（女）康保县忠义乡三号地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康保县纪委常委
许建广 康保县哈咇嘎乡合少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康保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秦 飞 沽源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瑞贞 沽源县白土窑乡新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副处长
黄向义（满族）沽源县高山堡乡党委书记
钟宏伟 沽源县闪电河乡党委书记
于 龙 沽源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龚 成 沽源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 静 沽源县水务局主任科员
樊延恩 沽源县九连城镇席家卜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省

地质调查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所技术负责
樊 帅 沽源县西辛营乡东辛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河北省沽源监狱八监区副监区长
李增良 沽源县大石砬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省林草花

卉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科级干部
周昌军 沽源县小河子乡迎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张北卿 沽源县二道渠乡十号村党支部书记
郑光全 沽源县西辛营乡张麻井村党支部书记
向永刚 沽源县北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占胜 尚义县副县长
杨志光 尚义县扶贫办主任
白连贵 尚义县卫生健康局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石元宇 尚义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李 成 尚义县石井乡党委书记
戈柱鑫 尚义县套里庄乡人大副主席
王 芳（女）河北芳草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池小平 尚义县大青沟镇厂库伦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尚志远 尚义县三工地镇哈拉沟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计划科科长
马 磊 尚义县红土梁镇二道背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省国资委宣传外联处二级主任科员
孙海东 阳原县委书记
李英英（女）阳原县副县长
魏 伟 阳原县马圈堡乡马圈堡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宣大分
公司副总经理

陈剑楠 阳原县大田洼乡东谷它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一级主任科员

张彦梅（女）阳原县东坊城堡乡东白马营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省工商联会员处处长

张迎晓 阳原县化稍营镇西打鱼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

张 弓 阳原县浮图讲乡弓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刘建文 阳原县东坊城堡乡西坊城堡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王晓波 阳原县三马坊乡党委副书记
赵 江 阳原县高墙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王向忠 阳原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二级主任科员
张宏斌 阳原县水务局副总工程师
王 宏 张家口正奥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 昆 蔚县县委书记
付中权 蔚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胡志宇 蔚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范宝德 蔚县扶贫办二级主任科员
唐宝生 蔚县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
尹丽芳（女）蔚县南留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闫学峰 蔚县白草村乡扶贫专干
魏景芳 蔚县涌泉庄乡扶贫办负责人
张雪琴（女）蔚县吉家庄镇织锦疃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高 维 蔚县南杨庄乡宜兴社区党支部书记
郭 璇 蔚县北水泉镇醋柳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省胸科医院保卫处副处长
王万成 蔚县西合营镇陈家湾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张家口市水务局机关纪委副书记
刘有宏 蔚县草沟堡乡曹子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李建忠（回族）蔚县陈家洼乡王家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张家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指挥室主任
乔晓强 蔚县吉家庄镇东水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蔚县公安局科员
赵奇伟 生前为蔚县下宫村乡留北堡村驻村工作队队

员，蔚县文联科员
段启斌 河北省蔚县烟叶经销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红革 赤城县委副书记、县长
赵安军 赤城县灵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志东 赤城县镇宁堡乡杨家村村委会主任
刘金菊（女）赤城县茨营子乡罗车铺村党支部书记
申 罡 赤城县田家窑镇张家窑村党支部书记
陈锋胜 赤城县大海陀乡高栅子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张家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队长
明正领 赤城县东卯镇头道营村党支部书记
郝琳娟（女）赤城县赤城镇欧阳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人事处副处长
蔡宗霖 赤城县龙门所镇梨树沟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省计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副院长
李富霞（女）赤城县扶贫办副主任
张广明 赤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王新毅 赤城县独石口镇宣传委员
赵树伟（满族）赤城县雕鹗镇副镇长
高 德 赤城县三道川乡人大主席
李建国 怀安县委副书记
郝迎光 怀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赵胜利 怀安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武 进 怀安县第三堡乡党委书记
郭进亮 怀安县第六屯乡第九屯村党总支书记
张凤飞 怀安县太平庄乡南九场村党支部书记
刘恺军 怀安县怀安城镇黄家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杨智超 怀安县头百户镇磨泥湾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省监狱管理局四级警长
田润琴（女）怀安县西湾堡乡西湾堡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张家口市妇女联合会党总支二级主
任科员

王守文 柴沟堡镇西沙洼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怀安县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刘世林 怀安县左卫镇东房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王思周 崇礼区委副书记、党校校长
李会明 崇礼区扶贫办副主任
徐 然（女）崇礼区驿马图乡宣传委员
吴华臻（蒙古族）崇礼区西湾子镇副镇长
王小军 富龙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殷 飞 崇礼区高家营镇南地村党支部书记
王保丰 崇礼区石嘴子乡上四杆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纪检监察
室主任

范进平 万全区宣平堡乡霍家房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阎润珍 万全区旧堡乡三里庄村党总支书记
李志津 万全区北新屯乡永安堡村党支部书记
石建军 万全区洗马林镇洗马林村党支部书记
任进财 万全区膳房堡乡孙家庄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市公安局万全分局正科级干部
史 强 万全区万全镇李杏庄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万全区医疗保障局科员
武殿雄 河北亚雄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海宝 万全区教育和体育局教工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张纪全 万全区孔家庄镇张杰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李 斌 宣化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白永林 宣化区崞村镇纪委书记
闫 莉（女）宣化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高 文 宣化区江家屯镇江家屯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张家口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
来广普 涿鹿县委书记
杨仲平 涿鹿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凤海 涿鹿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满洲 涿鹿县涿鹿镇水泉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市

委宣传部创建协调科科员
马大伟 涿鹿县五堡镇党委书记
李世洲 涿鹿县河东镇党委书记
张海明 涿鹿县武家沟镇石子坡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柱 涿鹿县谢家堡乡桃园沟村党支部书记
王丽坤 涿鹿日康羊肚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罗 永 涿鹿县卧佛寺乡大斜阳村党支部书记
赵玉星 涿鹿广义兔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海清 涿鹿县河东镇西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省红

十字会监事会秘书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海龙 下花园区扶贫办主任
张 辉 桥东区大仓盖镇双庙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河

北银保监局非银检查处综合科科长
何 昕（女）桥西区东窑子镇人大主席
王建林 经开区农业农村局（扶贫办）党组书记、局长，

扶贫办主任
李鑫磊 市教育扶贫专班办公室科员
李晓伟 市健康扶贫专班办公室负责人
闫利东 市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徐永彬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
段燕宏 市扶贫办专项扶贫科三级主任科员
吴祥林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
方纪喜 市水务局农村水利水电科科长
张全贵 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科长
范怀珍 市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 潮 市委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
韩利峰 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三科科长
毕小健 市纪委监委第七监督检查室主任
石苗苗（女）市扶贫办考核评估科三级主任科员
郝在君 市委组织部精准脱贫驻村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华祥 市重点工作大督查办公室第二督查组副组长
杨兴军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三级主任科员
王 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

科科长
康福庆 市林草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副站长
杨伯强 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科科长
王亚军 市能源局新能源科科员
王瑜琦（女）市扶贫办规划资金科科长
高登峰 市科技局农业科技科科长
王荣金 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一科科长
庞久龙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营销

综合技术中级师
周兴茂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分公司

党群部主任
康丽洁（女）下花园区定方水乡党委书记
李 霞（女）张家口市天垣康养康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方佃军 康保县土城子镇小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姜万河 尚义县南壕堑镇十三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严春晓 阳原县揣骨疃镇曲长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省农业农村厅一级调研员
刘素然（女）河北省儿童医院工会副主席
连元德 蔚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退休）
燕旺林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郭有和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沽源县委书记
石鉴习 阳原县马圈堡乡贠家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省公安厅高速交通警察总队二级
高级警长

翁彦平 市扶贫办社会扶贫科科长
高淑琴 蔚县扶贫办二级主任科员
刘建忠 阳原县化稍营镇下沙咀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张家口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
帅世义 怀安县第三堡乡第五窑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中国工商银行怀安支行办公室副主任

秦皇岛市

韩青瑞（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五指山板栗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王永成（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凤凰山乡楚王庄村党支部
委员，青龙满族自治县楚王庄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娄廷洪（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拨子乡蛮子地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张晓亮 卢龙县蛤泊镇后西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王海峰 昌黎县恒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刘 颖（女）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杨书信 市农业农村局美丽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杨 波 青龙满族自治县草碾乡新立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第一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白志龙 青龙满族自治县隔河头镇北山根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工商业联合会
宣传调研处处长

王 聪 青龙满族自治县肖营子镇沙沟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创业就业训练中心党支部书记

高 强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门子镇影壁山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检察院政治部
宣传教育处处长

赵 川（女）青龙满族自治县八道河镇天桥沟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秦皇岛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文学创作院党支部书记

刘 迪（女，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娄杖子镇政府二级主
任科员

潘珊珊（女）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政府扶贫专干
李学铭（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官场乡政府扶贫专干
黄东阁（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七道河乡政府副乡长
王殿忠（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政府县长
邓阁军（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肖国林（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公

务员局局长
刘昌来 卢龙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王志刚（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王治国 市扶贫办主任
张慧芳（女）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
李 侃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邓 凯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

作科原副科长
赵健犇（满族）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城乡居民科科员
张全利（满族）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
刘晓梅（女）秦皇岛兴龙广缘商业连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王学峰（满族）市扶贫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市委保密机要局四级调研员
顾守成 昌黎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张 智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

唐山市

赵印仓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刘贺来 丰润区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李金龙（满族）遵化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兼扶贫办副主任
盛 新 玉田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周海军 滦南县坨里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王 强 开平区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赵晨光 迁西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李晓龙 乐亭县政法委副书记
李 冰 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科员

廊坊市

薛 宏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国志 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科员
王东红（女）市扶贫办主任
韩亚军 三河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正科级干部
刘子强 文安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牛立耕 固安县民政局副局长
曾际仁 永清县民政局副局长
刘 盼 大厂回族自治县社会事务局副局长
魏书岐 广阳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保定市

王月衡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郭文东 涞源县金家井乡北黄土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省委巡视组正处级巡视专员
林志强 市委办公室综合三处二级主任科员
张雪岭 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七处处长
李树贵 市财政局农业处负责人
孙长伟 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四级主任科员
董占马 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保定指导处处长
夏丽娟（女）市医疗保障监控稽核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
窦建强 市委统战部非公有制经济统战工作处二级主

任科员
刘建民（满族）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清立 市审计局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
林 涛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副处长
冯立娜（女）保定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刘淑军 阜平县店房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王海宾 河北欣知语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路红 阜平县平石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银权 阜平县宋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刘华格（女）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
李建朝 阜平县台峪乡平房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保定市扶贫办专项扶贫处副处长
张建华（女）阜平县史家寨乡槐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总支
副书记

黄文忠 阜平县龙泉关镇黑崖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省能源局能源节约和装备处二级
调研员

刘文红（女）阜平县阜平镇党委副书记
杨建伟 阜平县天生桥镇党委书记
赵贤朝 阜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主任
韩亚辉 阜平县食用菌办公室主任
王恩东 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李向文 阜平县鑫阜达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朱江涛 涞源县涞源镇党委书记
曹志民 涞源县金家井乡北牛栏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省委巡视组正处级巡视专员
沈鹏飞 涞源县上庄乡清风沟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省

卫生健康委财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曹 娜（女）涞源县金家井乡党委书记
孙二东 涞源县东团堡乡大道沟村党总支书记
李志英（女）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副调研员，涞源县政府副

县长（挂职）
杜小慧 涞源县南马庄乡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薛奋强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亢海江 涞源县北石佛乡石道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孙清柱 玖兴农牧（涞源）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兴元 涞源县走马驿镇葛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勾会敏 涞源县白石山镇白石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李大伟 涞源县王安镇东刘家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省审计厅办公室主任
邓海英（女）涞源县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涞源县审计局局长
张喜民 涞水县一渡镇龙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王玉民 涞水县娄村镇庞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冀小东 涞水县东文山乡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温雅玲（女）涞水县北龙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涞水县文联主席
裴莫非 涞水县其中口乡西交界口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副校长
张秋华（女）涞水县永阳镇团支部书记
赵兰苹（女）涞水县扶贫办副主任
王春革 涞水县满山红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涞水县九龙镇山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

王金桥 涞水县政府副县长
杜志平（女）易县政府副县长
王志强 易县扶贫办主任、党组书记
杨 旭 易县牛岗乡党委书记
李 宁 易县高村镇东北奇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振民 易县西山北乡团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宋纯财（满族）易县梁格庄镇下岳各庄村党支部书记
冯 宁 易县坡仓乡坡仓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省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监察审计部部长
郭红霞（女）易县坡仓乡下苇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易县妇女联合会主任科员
陈 亮 河北恋乡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韩玉桃（女）曲阳县燕赵镇燕赵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玉龙 曲阳县党城乡喜峪村党支部书记
李洛社 曲阳县邸村镇西邸村党支部副书记
马章山 曲阳县晓林镇店头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河北经贸大学辅导员
张 霁（女）曲阳县范家庄乡上下跑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保定广播电视大学社区教育处处长
刘玉静（女）曲阳县灵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杨江勋 曲阳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井淑豪 曲阳县脱贫办主任，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
侯英武 顺平县政府副县长
刘学彬 顺平县高于铺镇党委书记
祝 恒 顺平县蒲上镇党委书记
刘庆涛 顺平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李 强 顺平县神南镇刘家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冀中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资管
理部部长

史月坤 顺平县安阳乡贾各庄村党支部书记
郭长明 顺平县台鱼乡葛庄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
会主席

仲雪锋 顺平县白云乡白北庄村党支部书记
尤志伟 顺平兴和医院院长
王建琴（女）唐县白合镇父子三村党支部书记
贾香尔 唐县石门乡黄岩村党支部书记
米月雷 唐县黄石口乡岭北村党支部书记
于晨光 唐县北店头乡马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中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党委副书记
安立争 唐县羊角乡花盆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唐县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
付 冬 唐县政府副县长
王会弟（女）唐县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
赵卫东 唐县昌鑫黑猪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增学 唐县民营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王彩芬（女）望都县政府副县长
付建峰 望都县扶贫办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卢 强（女）望都县固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姜永忠 望都县望都镇北韩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
行副主任

许 靓 望都县高岭乡安乐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李进财 望都县固店镇井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杨 康（女）博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美丽（女）博野县大营村果品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 秦 博野县兴农奶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旺辉 博野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贾 宁（女）博野县程委镇政府一级科员
董娇娇（女）博野县南小王镇政府一级科员
王志雄 涿州市民政局扶贫开发股副股长
张晓东 高碑店市民政局三级主任科员
赵聪丽（女）安国市民政局局长
张少华 定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晓宁（女）高阳县民政局副局长
李青娟（女）蠡县林堡乡政府副乡长
赵立春 满城区民政局扶贫股股长
周信峰 徐水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 琴（女）清苑区大庄镇党委书记
张 红（女）竞秀区民政局扶贫开发股股长
韩小朵（女）莲池区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
张国红（女）白沟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马文江 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副

局长
赵志刚 涞源县王安镇祁家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李京虎 唐县白合镇上庄村党支部书记
崔会东 望都县赵庄镇北李各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县水利局二级主任科员
刘庆亮 曲阳县供电公司副经理
韩 婷（女）涞水县石亭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沧州市

杨金华 市扶贫办党组副书记、二级调研员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