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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86人65集体
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河南日报记者 曾鸣

本报讯 2 月 25 日，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

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
还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河
南86人65集体获表彰。

其中，潢川县驻郑州党
工委书记黄久生、巩义市鲁

庄镇党委书记王东、中牟县
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乔松
伟、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党支部书记申学风等 86 人
荣获先进个人。中共兰考
县委员会、牧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登封市农业农村工
作委员会、中共新密市尖山
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会
等 65个集体荣获先进集体。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河南交出一份亮

眼 成 绩 单 。 5 年 来 ，我 省
718.6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53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9536 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

黄久生 潢川县驻郑州党工委书记
王 东 巩义市鲁庄镇党委书记
乔松伟 中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申学风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党支部书记
安显伟 通许县孙营乡南李佐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开封市残疾人联合会
职员

杨志峰 开封市禹王台区东惠社区自由职
业者

王淑霞（女） 洛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洛阳市扶贫
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 彬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
民工工作科科长

杨来法 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
武淞生 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党支部书记
曾红林 伊川县鸦岭镇高沟村第一书记，洛

阳市纪委监委第十四审查调查室
副主任

童红涛 洛宁县东宋镇郭村第一书记，洛阳
市委统战部港澳科科长

王长征 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汝州市扶
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孙丕基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
建设科科长

陈京玉 鲁山县四棵树乡黄沟村第一书记，
平顶山市教育体育局电教馆馆长

王世杰 河南康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宗娟（女） 安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安阳市扶贫
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段振兴 安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杜文波 汤阴县五陵镇南小章村第一书记，
汤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职员

郭 欢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东郊口村第
一书记，安阳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
调查室副主任

孙炳良 河南省炳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

范海涛 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书锋 河南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园丰（女，回族） 获嘉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
王 磊 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

业贷款担保中心职员
贺翠霞（女） 焦作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杨延军 温县招贤乡中辛村第一书记，焦作

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赵玉甫 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党支部书记
王俊海 台前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存勇 濮阳县郎中乡芦里村第一书记，濮

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二级主
任科员

赵战秒 南乐县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 鑫 范县龙王庄镇党委书记
冀亚伟 襄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胡义志 淅川县西簧乡党委副书记（挂职），

许昌市财政局财政监督科科长
黄海霞（女） 漯河市召陵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
张士兴 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王清华 三门峡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卢氏县委书记
王跃文 三门峡市委组织部一级调研员，三门

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 磊 卢氏县官坡镇党委书记
杨书春 卢氏县瓦窑沟乡观沟村农民

张文深 南阳市委书记
周大鹏 南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 伟 社旗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义胜 桐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黄 玉 镇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 征（女） 邓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周保全 淅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彦华 商丘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梁 辉 柘城县委书记
孙桂元 夏邑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玉敏（女） 永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杨新文 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党支部书记
孙晓锋 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曹庄村第一书

记，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副主任
张洪礼 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党委书记
梁英才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集乡党

委书记
吕 旅 新县县委书记
熊维政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杨 晔 河南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继东 信阳市昌东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文喜 固始县陈淋子镇孙滩村党支部书记
皇甫立新 沈丘县委书记
赵社会 商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继伟 项城市李寨镇党委书记
徐 勇 周口市淮阳区白楼镇党委书记
陈新胜 西华县大王庄乡陈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韩宇南 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第一书记，国家

税务总局周口市税务局社会保障和
非税收入科副科长

陈国厂 太康县高贤乡汪庄村村医
邵奉公 驻马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张全收 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原玉荣（女） 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第一书

记，李桥回族镇副镇长
代红艳（女） 西平县海蓝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世杰（女） 遂平县和兴镇党委书记
王铁珍 平舆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成富营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农业农村局党

组成员，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李汝江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韩董庄镇杨厂村

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办公厅总值班室
副主任

李佩阳（女） 上蔡县邵店镇高李村第一书记，河
南省委宣传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处
副处长

赵晓红（女） 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第一书记，河
南省委编办综合处副处长

王继锋 商水县城关乡瓦房庄村第一书记，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胡万欣 河南省教育厅一级调研员
王萌利 沈丘县白集镇尹庄村第一书记，河南

省公安厅维稳协调指导总队副总队长
佘婧菁（女，回族） 河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二级主任

科员
史秉锐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党组书记、

主任，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
工委书记，济源市委书记

施保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开发指导处
处长

宋 瑞（女） 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国家
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机关党委办公
室二级巡视员

王新奇 生前为商水县平店乡刘大庄村第一
书记，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商水县供
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管

徐林刚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资深经理

中共兰考县委员会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共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会
开封市脱贫攻坚信息中心
中共洛阳市委员会
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嵩县德亭镇委员会
平顶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鲁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滑县委员会
内黄县教育局
林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新乡市长垣市驻光山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队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扶贫办公室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党支部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信息科
濮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清丰县委组织部
中共濮阳县王称堌镇委员会
许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鄢陵县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
舞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临颍县委组织部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
方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召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睢县委员会
民权县王桥镇麻花庄村党支部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
信阳市平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潢川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新县箭厂河乡委员会
郸城县教育体育局
扶沟县固城乡来庄村党支部
中共驻马店市委员会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
正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泌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济源市大峪镇委员会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驻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驻洛宁县城郊乡在礼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驻确山县新安店镇郭庄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组织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驻栾川县庙子镇河南村工作队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驻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一处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固始县陈淋子镇红花村工作队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商城县河凤桥乡田湾村工作队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驻上蔡县邵店镇后杨村工作队
河南省水利厅驻范县王楼镇东张村工作队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驻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工作队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驻上蔡县卢岗街道文楼村工作队
河南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驻上蔡县邵店镇刘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罗山县楠杆镇田堰村工作队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驻虞城县刘店乡丁河楼村工
作队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光山县文殊乡东岳
村工作队
河南中医药大学校地结对帮扶新县工作队
洛阳师范学院驻栾川县庙子镇杨树底村工作队 据新华社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