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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个人通报表扬名单

一、先进集体（260 个）

（一）榕城区（16个）

揭阳市政协办公室驻榕城区仙桥街道淇美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老干部局驻榕城区梅云街道云光村工作队

揭阳市工商联驻榕城区梅云街道厚洋村工作队

揭阳市妇联驻榕城区仙桥街道湖南村工作队

榕城区委区政府办公室驻榕东街道梅兜村工作队

榕城区委组织部驻东阳街道尖石村、岐山村工作队

榕城区委宣传部驻仙桥街道西岐村工作队

榕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驻仙桥街道下六村工作队

榕城区人民法院驻仙桥街道永东村工作队

榕城区农业农村局驻梅云街道夏桥村工作队

榕城区财政局驻梅云街道竹林村、群光村工作队

榕城区科学技术局驻东兴街道淡浦村工作队

榕城区司法局驻榕东街道钟厝洋村、西陈村工作队

榕城区工商联驻梅云街道潮东村工作队

揭阳市黄岐山森林公园管理处驻仙桥街道屯埔村工作队

榕城区梅云街道厚洋村民委员会

（二）揭东区（25个）

中国人民银行揭阳市中心支行驻揭东区新亨镇秋江村工作队

揭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揭东区玉湖镇汾水村工作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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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人民医院驻揭东区月城镇寮东村工作队

揭阳第一中学驻揭东区月城镇月南村工作队

中国移动揭阳分公司驻揭东区锡场镇锡中村工作队

揭东区桂岭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扶贫办）

揭东区龙尾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龙尾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

揭东区月城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霖磐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玉滘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埔田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玉湖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扶贫办）

揭东区白塔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白塔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

揭东区白塔镇政府公共服务办公室

揭东区曲溪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锡场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锡场镇政府教育组

揭东区新亨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扶贫办）

揭东区新亨镇政府教育组

揭东区云路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揭东区白塔镇红坡村民委员会

揭东区龙尾镇新丰村民委员会

揭东区锡场镇锡中村民委员会

（三）普宁市（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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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委统战部驻普宁市梅塘镇溪南村工作队

揭阳市人大常委会驻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政策研究室驻普宁市下架山镇和寮村工作队

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驻普宁市南溪镇老方村工作队

国家统计局揭阳调查队驻普宁市里湖镇冷美村工作队

揭阳市农商行系统党委驻普宁市云落镇石示坑村工作队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驻普宁市流沙北街道西陇村工作队

揭阳市自然资源局驻普宁市麒麟镇陈洞村工作队

揭阳市科协驻普宁市梅林镇华寮村工作队

普宁市残联驻普宁市船埔镇深水村工作队

普宁市人民医院驻里湖镇竹头村工作队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驻梅塘镇大宅村工作队

普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驻大南山街道陂沟村工作队

普宁市委宣传部驻里湖镇庵埔村工作队

普宁市民政局驻大坝镇白坑村工作队

普宁市教育局驻燎原街道泥沟村工作队

普宁市财政局驻流沙南街道泗竹埔村工作队

普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麒麟镇后山村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普宁市税务局驻洪阳镇林惠山村工作队

团普宁市委驻梅林镇新梅村工作队

普宁市委党校驻下架山镇南城村工作队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揭阳普宁供电局驻麒麟镇大寮村工作队

人寿保险普宁市支公司驻后溪乡半径村工作队

普宁市汽车总站驻南溪镇登峰村工作队

农业银行普宁市支行驻占陇镇延长埔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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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

普宁市里湖镇人民政府

普宁市广太镇人民政府

普宁市南溪镇人民政府

普宁市船埔镇人民政府

普宁市下架山镇人民政府

普宁市南溪镇南溪村民委员会

普宁市南溪镇大陇村民委员会

普宁市麒麟镇发坑村民委员会

普宁市麒麟镇径水村民委员会

（四）揭西县（81个）

广东开放大学驻揭西县大溪镇井新村工作队

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驻揭西县棉湖镇四乡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组织部驻揭西县金和镇南山尾村工作队

揭阳市直工委驻揭西县南山镇上寮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外办驻揭西县京溪园镇上陇村工作队

揭阳市民政局驻揭西县东园镇联丰村工作队

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揭西县河婆街道欣堂村工作队

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揭西县河婆街道宫墩村工作队

揭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驻揭西县坪上镇潭角村工作队

揭阳市林业局驻揭西县坪上镇新榕村工作队

揭阳市烟草专卖局驻揭西县河婆街道庙角村工作队

揭阳市总工会驻揭西县东园镇后寮村工作队

揭阳市供销合作联社驻揭西县东园镇炉清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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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揭西县凤江镇凤西村工作队

揭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驻揭西县凤江镇洪湖村工作队

中国银行揭阳分行驻揭西县河婆街道北坑村工作队

揭阳市地震局驻揭西县河婆街道乡肚村工作队

团揭阳市委驻揭西县灰寨镇老宫林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党校驻揭西县灰寨镇灰龙村工作队

揭阳市商务局驻揭西县金和镇和西村工作队

揭阳市侨联驻揭西县京溪园镇员墩村工作队

揭阳市红十字会驻揭西县龙潭镇陂尾村工作队

揭阳市信访局驻揭西县棉湖镇湖西村工作队

农业银行揭阳分行驻揭西县南山镇南山村工作队

中国邮政揭阳分公司驻揭西县坪上镇湖光村工作队

中国电信揭阳分公司驻揭西县坪上镇南联村工作队

揭阳市审计局驻揭西县钱坑镇南光村工作队

人保财险揭阳分公司驻揭西县上砂镇联东村工作队

揭阳市邮政管理局驻揭西县上砂镇新岭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编办驻揭西县塔头镇潭新村工作队

揭阳开放大学驻揭西县五经富镇建一村工作队

揭阳广播电视台驻揭西县五经富镇文联村工作队

广东省盐业集团揭阳有限公司驻揭西县五经富镇中和村工作队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驻揭西县五云镇赤告村工作队

揭阳市教师发展中心驻揭西县五云镇坡苏村工作队

揭西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驻河婆街道溪西村工作队

揭西县纪委监委驻东园镇玉湖村工作队

揭西县委办公室驻五经富镇新安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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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西县财政局驻棉湖镇新陂村工作队

揭西县残联驻钱坑镇埔龙尾村工作队

揭西县人民法院驻棉湖镇上浦村工作队

揭西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驻坪上镇五星村工作队

揭西县交通运输局驻五经富镇联南村工作队

揭西县税务局驻南山镇北河村工作队

揭西县人民检察院驻金和镇金新村工作队

中国建设银行揭阳市揭西支行驻揭西县凤江镇凤北村工作队

揭西县教育局驻塔头镇顶埔村工作队

揭西县民政局驻灰寨镇金星村工作队

揭西县农业农村局驻京溪园镇美德村工作队

揭西县人大办驻南山镇罗京水村工作队

揭西县人民医院驻坪上镇五联村工作队

揭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驻五经富镇第三村工作队

揭西县审计局驻坪上镇石峡村工作队

揭西县委宣传部驻金和镇金光村工作队

中共揭西县委组织部驻揭西县凤江镇东新村工作队

揭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驻金和镇南山头村工作队

揭西县烟草专卖局驻河婆街道三星村工作队

揭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驻河婆街道溪东村工作队

揭西县卫生健康局驻龙潭镇双龙村工作队

揭西县公安局驻村大溪镇大光村工作队

揭西县自然资源局驻棉湖镇甲埔村工作队

揭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上砂镇上林村工作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揭西分公司驻塔头镇新园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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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西县总工会驻河婆街道六一村工作队

中国邮政集团揭西县分公司驻龙潭镇团结村工作队

农村商业银行揭西支行驻上砂镇新丰村工作队

揭西县大溪镇井美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五经富镇联和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东园镇东桥园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金和镇仙坡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塔头镇阔西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京溪园镇大鹿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棉湖镇鲤鱼沟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龙潭镇关山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南山镇火炬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上砂镇新东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河婆街道庙角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灰寨镇东联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五云镇郑塘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钱坑镇钱北村民委员会

揭西县坪上镇员西村民委员会

（五）惠来县（72个）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驻惠来县隆江镇邦庄村工作队

广东画院驻惠来县周田镇武宁村工作队

东莞市派驻惠来县指导组

揭阳市公安局驻惠来县东陇镇四凤村工作队

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驻惠来县葵潭镇圆墩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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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交通运输局驻惠来县靖海镇沫港村工作队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驻惠来县惠城镇小溪村工作队

揭阳市教育局驻惠来县惠城镇上林村工作队

揭阳市水利局驻惠来县隆江镇象湖村工作队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驻惠来县华湖镇白塔村工作队

人寿保险揭阳分公司驻惠来县鳌江镇澳下村工作队

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惠来县隆江镇凤红村工作队

揭阳市国资委驻惠来县隆江镇隆江村工作队

揭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驻惠来县东港镇月湖村工作队

揭阳市统计局驻惠来县前詹镇沟疏村工作队

揭阳市交通运输局（原交管处）驻惠来县靖海镇坂美村工作队

揭阳市公路事务中心驻惠来县惠城镇林樟村工作队

揭阳海事局驻惠来县神泉镇桃美村工作队

揭阳农垦局驻惠来县溪西镇永安村工作队

揭阳供电局驻惠来县溪西镇清平村工作队

工商银行揭阳分行驻惠来县东陇镇华吴村工作队

邮政储蓄银行揭阳分行驻惠来县惠城镇四香村工作队

揭阳市金叶发展有限公司驻惠来县岐石镇岐石村工作队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揭阳市分行驻惠来县仙庵镇浮山村工作队

中国联通揭阳市分公司驻惠来县东港镇新村村工作队

交通银行揭阳分行驻惠来县周田镇前湖村工作队

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驻葵潭镇新联村工作队

惠来县司法局驻神泉镇角林村工作队

惠来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驻神泉镇神农村工作队

惠来县交通运输局驻靖海镇大潭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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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惠来调查队驻靖海镇后池村工作队

惠来县人民检察院驻惠城镇叮美村工作队

惠来县统计局驻前詹镇詹厝田村工作队

惠来县气象局驻前詹镇后寮村工作队

惠来县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驻仙庵镇望前村工作队

惠来县委宣传部驻东港镇宫兜村工作队

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驻周田镇黄岗村工作队

惠来县人民医院驻隆江镇蛟边村工作队

惠来县汽车运输总公司驻隆江镇月潭村工作队

惠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隆江镇桥埔村工作队

惠来县文联驻鳌江镇石丁村工作队

惠来县科技局驻鳌江镇吴畔村工作队

惠来县公安局驻鳌江镇楼内村工作队

惠来县委组织部

惠来县政协委员会办公室

惠来县财政局

惠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惠来县水利局

惠来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惠来县医疗保障局

建设银行惠来支行

惠来县溪西镇人民政府

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

惠来县岐石镇人民政府

惠来县华湖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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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来县靖海镇旧厝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靖海镇后湖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鳌江镇虎崛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隆江镇孔美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葵潭镇门口葛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葵潭镇吉镇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仙庵镇浮埔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仙庵镇京陇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神泉镇前湖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周田镇头径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溪西镇清平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前詹镇赤沃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华湖镇白塔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前詹镇铭东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东陇镇东陇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隆江镇见龙村民委员会

惠来县仙庵镇华清村民委员会

（六）空港经济区（17个）

揭阳市司法局驻空港经济区凤美街道塘埔村工作队

揭阳市委军民融合办驻空港经济区溪南街道西寨村工作队

揭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驻空港经济区溪南街道仁辉村工作队

揭阳银保监分局驻空港经济区凤美街道广美村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空港经济区税务局驻地都镇乌美村工作队

揭阳市接待办公室驻空港经济区登岗镇黄西村帮扶工作队

揭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驻空港经济区登岗镇光明村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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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驻空港经济区砲台镇新市村工作队

揭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驻空港经济区地都镇钱前村工作队

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驻空港经济区砲台镇南潮村工作队

揭阳市综合中等专业学校驻空港经济区渔湖镇渔光村工作队

空港经济区委（区管委会）办公室驻砲台镇塘边村工作队

空港经济区委组织部驻砲台镇砲台社区工作队

空港经济区财政局驻地都镇下成村工作队

空港经济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驻登岗镇仁美村工作队

空港经济区委宣传部驻渔湖镇阳美村工作队

空港经济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驻京冈街道新王村工作队

（七）企业、社会组织（14个）

揭阳市慈善总会

揭阳市宏光镀膜玻璃有限公司

普宁市全兴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润茶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殿羽田食品公司

普宁市东昱食品有限公司

揭西县鸿霖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深港揭西商会

棉湖镇华侨慈善会

揭阳市葵潭慈善基金会

惠来县教育基金会

惠来县华深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广东新安大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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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方制药有限公司

二、先进个人（400 名）

（一）市直扶贫系统干部（37名）

江少冰 揭阳市委办公室档案发展和管理科科长

黄佳帆 揭阳市委办公室干部科副科长

张 强 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蔡晓敏 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室三级主任科员

孙慰斌 揭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张晓佳 揭阳市委组织部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

许创盛 揭阳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与新闻发布科科长

李世雄 揭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

卢 仰 揭阳广播电视台副主任

郭林耿 揭阳广播电视台记者

许建鹏 揭阳日报社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黄卓奇 揭阳日报社记者

林立峰 揭阳市财政局副科长

陈伟辉 揭阳市审计局总审计师

卢少平 揭阳市审计局一级科员

黄曼奇 揭阳市教师发展中心中学体育一级教师

陈武鑫 揭阳第二中学一级教师

杨 晔 揭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科长

吴旭彬 揭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一级科员

林雄波 揭阳市民政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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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玲 （女） 揭阳市民政局副科长

王小宏 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科员

杨 斌 揭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

刘楚玲 （女） 揭阳市交通运输局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黄晓生 揭阳市交通运输局副科长

徐伟东 揭阳市慈云医院科长

杨锡波 揭阳市中医医院经济师

林创锋 揭阳市医疗保障局一级主任科员

郑洪彬 揭阳市医疗保障局副科长

陈冬沣 揭阳供电局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

刘东鑫 揭阳供电局助理专责、工程师

邝德光 东莞市驻揭阳市扶贫工作组成员

李洁芝 （女）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副科长

林建仁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职工

彭如倩 （女）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四级主任科员

吴国栋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业务骨干

崔润心 （女） 揭阳市慈善总会出纳

（二）榕城区（24名）

江勇奎 揭阳市委老干部局驻村干部

韦锐彬 揭阳市政协办公室驻村干部

黄红丽 （女） 揭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驻村干部

姚 晖 榕城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驻村干部

黄晟辉 榕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施满纯 （女） 榕城区农业农村局副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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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斌 榕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村干部

彭柱伟 榕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驻村干部

黄怡芳 （女） 榕城区财政局驻村干部

杨拱辰 榕城区工商联驻村干部

邝新亮 揭阳邱金元纪念中学驻村干部

黄伟标 榕城区中心医院驻村干部

陈延潮 榕城区东阳街道办事处主任

何建龙 榕城区榕东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洪越生 榕城区榕华街道办事处综治办干部

方 湧 榕城区西马街道办事处二级科员

黄景珠 （女） 榕城区东阳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林国青 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职工

吴嘉俊 榕城区仙桥街道办事处业务骨干

陈咏梅 （女） 榕城区仙桥街道办事处驻村干部

吴凯宇 榕城区仙桥街道办事处驻村干部

钟逍绵 榕城区仙桥街道办事处驻村干部

魏丹虹 （女） 榕城区新兴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许伟光 榕城区梅云街道夏桥村党总支部副书记

（三）揭东区（32名）

林列和 中国移动揭阳分公司驻村干部、职工

吴晓航 揭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村干部、九级职员

张汉鹏 揭东区霖磐镇党委书记

徐卫东 揭东区新亨镇镇长

吴树界 揭东区云路镇人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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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院 揭东区月城镇党委副书记

陈标俊 揭东区白塔镇党委副书记

刘旭生 揭东区新亨镇党委委员

吴雁华 （女） 揭东区白塔镇副镇长

陈传雄 揭东区白塔镇副镇长

王会明 揭东区龙尾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林国远 揭东区龙尾镇副镇长

卢瑜瑞 揭东区锡场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洪丹妮 （女） 揭东区白塔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一级科员

夏泽伟 揭东区农业农村局业务骨干

魏丽真 （女） 揭东区桂岭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吴倪萍 （女） 揭东区磐东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业务骨干

陈素萍 （女） 揭东区埔田镇纪委副书记、农业农村办公室一级科员

吴润南 揭东区玉湖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一级科员

王焕彭 揭东区曲溪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

吴庆辉 揭东区锡场镇办事员

杨泽焕 揭东区云路镇北洋村党总支书记

吴浩涛 揭东区曲溪街道路篦村委会业务骨干

郭玩芝 （女） 揭东区白塔镇马坑村“两委”干部

何伟新 揭东区龙尾镇新丰村委委员

林晓容 （女） 揭东区锡场镇锡西村代办员

李映树 揭东区玉滘镇饶美村民政员

陈培勇 揭东区埔田镇马硕村党总支副书记

何成欢 揭东区龙尾镇新丰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刘绍波 揭东区霖磐镇桂西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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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育川 揭东区霖磐镇桂东村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

许锦宏 揭东区玉湖镇东寮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四）普宁市（60名）

钟煌宾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驻村第一书记

黄健雄 东莞市石龙镇驻村第一书记

谢创华 东莞市东坑镇驻村干部、税务协管中心助理、职员

夏慎斌 揭阳市委办公室驻村干部、四级调研员

洪炯忠 揭阳市科技局驻村干部、三级主任科员

庄建年 揭阳市农商行系统委员会驻村干部、副经理

谢淑伟 揭阳市科学技术协会驻村干部、副秘书长

金佳暖 （女） 国家统计局揭阳调查队驻村干部、办公室一级科员

马宏光 普宁市财政局股长

杨奕章 普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教就股股长

李少伟 普宁市洪阳镇副镇长

张沂沂 （女） 普宁市医疗保障局保险与救助股股长

杨振武 普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任

王乐钦 普宁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师

林述鸿 普宁市乡村振兴局股长

郑汉钊 普宁市下架山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詹楚城 普宁市广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邓文敬 普宁市大坪镇副镇长

陈伟江 普宁市里湖镇政府科员

赖志辉 普宁市云落镇政府办事员

陈耿新 普宁市池尾街道办事处农宜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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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锦绍 普宁市梅林镇政府科员

陈晓明 普宁市里湖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林 烁 普宁市司法局下架山司法所负责人

邱海兵 普宁市里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傅 博 农业银行普宁市支行行长

方燕群 普宁市博物馆副馆长

马斌挥 普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股长

陈耿鸿 普宁市委组织部一级科员

郑少周 普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经济师

黄海斌 普宁市池尾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耿熹 普宁市大坝镇镇委副书记

方松泉 普宁市大坝镇副镇长

吴煜波 普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林晓明 普宁市麒麟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黄育龙 普宁市南径镇纪委副书记、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张兴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宁市支公司职工

黄锡锋 普宁市后溪乡镇党委副书记

陈 敏 （女） 共青团普宁市委书记

张跃胜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普宁石油分公司管理员

纪志杨 普宁市水果蔬菜发展研究中心农艺师

陈 晓 （女） 普宁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专业技术十二级

林嘉全 普宁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罗展波 普宁市大坝镇农办主任、扶贫办主任

陈震南 普宁移动分公司党建（统战）中级主管

马春生 普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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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俊豪 普宁市流沙南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蔡培植 普宁市广太镇政府科员

黄立佳 普宁市大南山街道办事处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吴奕辉 普宁市大坪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陈炯旭 普宁市广太镇三支一扶工作人员

蔡庆林 普宁市麒麟镇副镇长

马晓生 普宁市南溪镇副镇长

杨春华 普宁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黄勇东 建行银行普宁支行经理

郑伟雄 普宁市汽车总站副站长

方育龙 普宁市南溪镇老方村村党支部书记

张树鹏 普宁市南溪镇南溪村村党支部书记

杨明贤 普宁市麒麟镇陈洞村村委委员

李卓财 普宁市麒麟镇江头村党总支副书记

（五）揭西县（110 名）

邓智烽 东莞市桥头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驻村干部、副主任

莫桂华 东莞市桥头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驻村干部、股长

邓泽康 东莞市桥头镇经济发展局驻村干部、副局长

黎立豪 东莞市人社局桥头分局驻村干部、股长

陈锦超 东莞市洪梅镇国库支付中心驻村干部、副主任

李冠超 东莞市人社局洪梅分局驻村干部、办事员

谢凤娣 （女） 东莞市石排镇文化服务中心驻村干部、新闻组副组长

陈梅妹 （女） 东莞市石排镇应急管理分局驻村干部、副主任

吴昌科 东莞市石排镇驻村干部、综治办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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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树源 东莞市石排镇驻村干部、投资促进中心办事员

邓世盛 东莞市道滘镇驻村干部、股长

卢晓东 东莞市道滘镇驻村干部、办事员

陈锐佳 揭阳市纪委监委驻村干部、四级调研员

孙仲瑞 揭阳市委外办驻村干部、一级科员

高斯哲 揭阳市直工委驻村干部、宣传部长

卢培成 揭阳市信访局驻村干部、督查科科长

谢锦钟 揭阳市委编办行编科副科长

林宣亮 揭阳市城管执法局驻村干部、股长

陈俊贤 中国银行揭阳分行驻村干部、揭阳分行行政经理

林旭东 团揭阳市委驻村干部、统战联络部副部长

黄旭盛 揭阳市红十字会驻村干部、秘书长

张少林 农业银行揭阳分行驻村干部、工会干事

李晓宏 人保财险揭阳分公司驻村干部、办公室副主任

侯炯生 揭阳市邮政管理局驻村干部、办公室主任科员

陈杰铭 揭阳广播电视大学驻村干部、教师

王文胜 广东省盐业集团揭阳有限公司驻村干部、主任

蔡利武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驻村干部、综合

部经理

许建鑫 揭阳市教师发展中心驻村干部、办公室副主任

于敬敏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驻村干部、副科长级干部

黄壮辉 揭阳市侨联驻村干部、职工

黄松标 揭阳市供销合作联社驻村干部、人事教育科副科长

孙泳东 揭阳市总工会驻村干部、专业技术十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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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东 揭阳市烟草专卖局驻村干部、综合管理员

杨文银 揭西县纪委监委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陈明忠 揭西县南山镇镇委副书记

彭春云 （女） 揭西县良田乡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四级主任科员

黄晓通 揭西县上砂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科员

黄俊停 揭西县坪上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李进城 揭西县大溪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卢晓鹏 揭西县京溪园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陈晓波 揭西县河婆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黄韦力 揭西县东园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李旭明 揭西县凤江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温秋城 揭西县塔头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扶贫干部

邹年聚 揭西县五云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蔡德永 揭西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股副股长

李卓玲 （女） 揭西县棉湖镇政府一级科员

蔡金龙 揭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构编制组组长

张锦章 揭西县妇幼保健院办公室主任

林育辉 揭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易所所长

曾子光 揭西县民政局副局长

蔡小梅 （女） 揭西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副局长

邓自兰 （女） 共青团揭西县委员会副书记

邹志东 揭西县供销合作联社副股长

陈乔川 （女） 揭西县统计局四级主任科员

高绍辉 揭西县气象局股长

李浩洲 揭西县文学艺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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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恒 揭西县公路局人秘股副股长

王向佳 揭西县烟草专卖局工会管理员

刘旭东 揭西县残联职工

罗晓洋 揭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广电股（市场股）股长

郭汉乐 揭西县农业农村局九级职员、兽医师

蔡明章 揭西县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副股长

黄胜宗 揭西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队员

韩少师 揭西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刘任贤 揭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研究室一级科员

张送稔 揭西县委宣传部驻金和镇金光村工作队成员

蔡美达 揭西县人民检察院驻金和镇金新村工作队成员

李楚川 揭西县教育局办事员

李金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揭西分公司纪委委员

张美许 中国建设银行揭阳市揭西支行产品经理

林锟鹏 中共揭西县委组织部干部组副组长

侯俊龙 中共揭西县委党校副校长

江锐彬 揭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科员

曾海良 揭西县交通运输局副所长

刘树坚 中国移动通信揭西县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勤辉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副局长

曾令海 揭西县司法局职工

吴晓烽 揭西县融媒体中心中级记者

张志端 农业银行揭西支行业务骨干

彭俊冬 揭西县档案馆高级工

李裕民 揭西县工商联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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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方 揭西县侨联副主席

古少刚 人民保险揭西分公司业务经理

张庆祥 工商银行揭西支行市场营销部经理

郑凯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西县支公司副经理

陈淑华 （女） 揭西县发展和改革局一级科员

杨派雄 揭西县委统战部侨务组负责人

林瑞文 揭西县教育局四级主任科员、考试中心主任

黄燕翼 揭西县林业局人秘股股长

李如立 揭西县水利局助理工程师

贝建锋 中国银行揭西支行助理行政经理

赵晓群 揭西县应急管理局职工

蔡晓辉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揭西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蔡晋元 揭西县武装部干事

杨乐芹 揭西县大溪镇新楼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高仲明 揭西县五经富镇泮坑村委村干部

林领青 揭西县东园镇联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杨旭都 揭西县金和镇山湖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裕盛 揭西县凤江镇赤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李金亮 揭西县塔头镇山寮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贵明 揭西县棉湖镇贡山村代办员

林俊浩 揭西县钱坑镇大茶石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刘进裕 揭西县龙潭镇龙跃村党总支部书记

李锦秀 （女） 揭西县南山镇关西村党支部书记

庄芝肖 揭西县上砂镇联中村党支部书记

张美金 揭西县河婆街道新四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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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明 揭西县灰寨镇后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彭国瀚 揭西县五云镇京埔村党支部书记

张 恒 揭西县坪上镇潭角村党支部书记

（六）惠来县（110 名）

潘荣锋 省核工业地质局驻村干部、二九一大队测绘院副院长

曾鹏飞 省核工业地质局驻村干部、助理馆员

庄任发 中石油广东销售分公司驻村队长、揭阳分公司副经理

杨道川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驻村干部、政工师

胡文莉 （女） 省消防救援总队驻村干部、消防文员

胡燕娇 （女） 省消防救援总队驻村干部、消防文员

陈梓涛 省消防救援总队驻村干部、消防文员

郑毓勋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驻村干部、助理工程师

秦芳涛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驻村干部、科员

林恩越 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干部、职员

卢锐新 东莞市派驻惠来指导组组长

唐 春 东莞市派驻惠来指导组组员

钟满锋 东莞市派驻惠来指导组组员

周国钜 东莞市派驻惠来指导组组员

吴耀芬 东莞市派驻惠来指导组组员

陆宝军 东莞市派驻惠来工作组组长

李振东 东莞市石碣镇驻村干部、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办事员

梁荏洪 东莞市横沥镇驻村干部、水务工程运营中心办事员

祝永新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麻涌分局驻村干部、副局长

萧德球 东莞市麻涌镇驻村干部、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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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彬 东莞市麻涌镇驻村干部、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副校长

刘灼希 东莞市麻涌镇驻村干部、信访办副主任

陈俊超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驻村干部、高级技师

叶伟强 东莞市大岭山镇驻村干部、投资促进中心办事员

丁绍明 东莞市大岭山镇驻村干部、网格管理中心办事员

黎冠阳 东莞市水务集团净水有限公司驻村干部、后勤采购

黎沃文 东莞市中堂镇驻村干部、股长

罗宗潜 揭阳市公安局驻村干部

陈立志 揭阳海事局驻村队长

王炜丹 揭阳供电局驻村干部、榕城供电局经理助理

黄鸿彬 揭阳农垦局驻村干部、社会事业管理科科员

谢 楠 揭阳市交通运输局驻村干部、港航管理科科长

陈煜毅 揭阳市综合中专党建指导员、团委副书记、讲师

黄浩然 揭阳市教育局驻村干部、中学数学一级教师

李海文 揭阳市公路事务中心驻村干部、二级主任科员

陈志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揭阳市驻村干部、分行综合管理员

钟锡波 揭阳市统计局驻村干部、业务骨干

林 瑜 交通银行揭阳分行驻村干部、客户经理

林德山 中国联通揭阳分公司驻村干部、业务总监

黄金元 中国联通揭阳市分公司驻村干部、业务主管

颜启宇 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村干部、大南海分局科员

陈泽佳 揭阳市残联驻村干部、办事员

林少宏 揭阳粤海水务有限公司驻村干部、技术员

袁伟藩 揭阳市水利局驻村干部、正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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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少阳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驻村干部、监测站副站长

王锡彪 惠来县纪委监委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

蔡伟鑫 惠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林桢钦 惠来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方丹娜 （女） 惠来县乡村振兴局一级科员

黄旭铭 惠来县乡村振兴局办事员

许增钦 惠来县仙庵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林 清 惠来县民政局办事员

翁泽群 惠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股室负责人

林坚华 惠来县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办事员

方坚明 惠来县教育局副股长

陈长钦 惠来县委组织部组织二组组长

曾令东 惠来县卫生健康局副股长

欧阳挺 惠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股室负责人

黄葵生 惠来县残联股室负责人

史乐川 惠来县东陇镇农业农村办一级科员

洪群森 惠来县自然资源局二级科员

林木溪 惠来县政协文史科副科长

柯永锐 惠来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副主任

高育生 惠来县财政局驻村队长

林锡雄 惠来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驻村队长

林秋雄 惠来县教育局中小学一级教师

林楚江 惠来县水利局办事员

林映彬 惠来县靖海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陈兆佳 惠来县靖海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一级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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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苗杰 惠来县靖海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翁楚郁 惠来县靖海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一级科员

李伟军 惠来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广电事业发展股负责人

胡 伟 惠来县靖海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

方泽鑫 惠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师助理

陈晓伟 惠来县水利局助理工程师

王武才 惠来县委党校副股级干部

陈必棋 惠来县岐石镇农业办负责人

江淡杰 惠来县岐石镇农业办一级科员

林中伟 惠来县气象局助理工程师

黄珞珞 （女） 惠来县妇女联合会办公室负责人

林馥君 （女） 惠来县仙庵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一级科员

王庆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惠来县支行行政经理

林湧涛 惠来县应急管理局副股长

方锡青 惠来县广播电视台副股长

陈武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来县分公司客户经理

李灶强 惠来县人民医院医师

庄锦禄 惠来县隆江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一级科员

黄文养 中国人民银行惠来县支行副主任/助理经济师

方宏基 惠来县自来水公司业务股股长

吴加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来支公司经理

吴骄弟 惠来县华湖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黄增明 中国移动惠来分公司员工

黄泽彬 惠来县科技局科技开发咨询中心副主任

胡广明 惠来县公安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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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荣 惠来县青坑林场书记、场长

林俊城 惠来县惠城镇上林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林卓荣 惠来县靖海镇资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郭奕生 惠来县靖海镇东光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郑宝灿 惠来县鳌江镇澳上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郑元华 惠来县葵潭镇三池埔村村两委干部

唐财喜 惠来县隆江镇孔美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林锡贤 惠来县隆江镇见龙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吴文波 惠来县仙庵镇桥观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林泽豪 惠来县仙庵镇仙庵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林庆珠 （女） 惠来县周田镇头径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王汉文 惠来县东陇镇北山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张世周 惠来县溪西镇清平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唐桂勤 惠来县溪西镇山头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陈武彬 惠来县华湖镇白塔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

王寿德 惠来县东港镇百岭村党支部委员

（七）空港经济区（27名）

吴晓冲 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驻村干部、助理讲师

黄务强 揭阳市社科联驻村干部、职员

邱锐彪 揭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驻村干部、科长

陈佳沛 揭阳市接待办公室驻村干部、接待科副科长

李卓生 揭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驻村干部、办公室职工

王哲丰 揭阳市综合中等专业学校驻村干部、教师、讲师

陈玉怀 揭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驻村干部、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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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亮 揭阳银保监分局普惠科科员

林鸿英 （女） 空港经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蔡胜标 空港经济区砲台镇经管办副主任

陈 虹 （女） 空港经济区地都镇扶贫办办事员

胡晓辉 空港经济区登岗镇副镇长

姚赞武 空港经济区渔湖镇办事员

林鹏辉 空港经济区京冈街道新路村党支部委员

郑世雄 空港经济区人社局职员

彭睿鑫 空港经济区砲台镇组织委员

谢泽鑫 空港经济区砲台镇林业站站长

曾少文 空港经济区教育局职员

林映娜 （女） 空港经济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黄卓彬 空港经济区城管执法分局办公室副主任

陈文海 空港经济区应急管理局职工

徐培湧 空港经济区凤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卓平 空港经济区京冈街道扶贫办主任

谢炎辉 空港经济区地都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郑锐斌 空港经济区登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方友藩 空港经济区登岗镇浦口村党委委员

黄家鑫 空港经济区登岗镇安乐村党群服务中心专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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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共揭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 6 月 24 日印发

抄送：王胜、支光南、陈小锋、庄建儿、张时义、江林生、刘端雄、

马儒生、王绍乐、姚丽璇、吴毅青、梁瑞国、刘鹏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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