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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关于表彰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⒛20年 )》 颁布实施和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以来 ,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中 央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人民团

体、企事业单位、军队和武警部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

积极参加定点扶贫工作 ,为 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 ,涌 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有 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进程,促进了城乡区域统筹 ,密 切了党群、

干群联系,在 全社会 弘扬了扶贫济困的优 良传统 ,促 进 了社会

和谐。

— 1—



为表彰在定点扶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 一步

推动定点扶贫工作 ,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 :授 予中央纪委

监察部机关扶贫办等 1⒛ 个集体
“
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先

进集体
”
称号;授 予丁俊年等硐 人

“
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

先进个人
”
称号。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为 努力开创定点扶贫工作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

榜样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

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 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按 照《中国农村挟贫开

发纲要(2011-⒛20年 )》 和《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

工作的意见》(中 办发(2013〕 犭 号)确 定的目标任务 ,解 放思想、开

拓奋进、扎实工作 ,为 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确 保贫困地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附件 :中 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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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先进集体 (1⒛ 个 )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扶贫办

全国政协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全 国政协机关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中央组织部驻舟曲扶贫工作组

中央宣传部机关扶贫办(机关工会 )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社会服务处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亚非大洋洲处

中央政法委机关扶贫办公室

中央台办机关党委办公室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室秘书二处

中央编办电子政务中心党支部

新华社思南扶贫工作队

《中国纺织报》社

共青团中央驻灵丘第十三批扶贫工作队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项目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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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产业发展处

红十字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外交部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综合处

科学技术部科技扶贫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安部挟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综合处

司法部计财装各司综合财务处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干部任免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乡村规划设计研究所

交通运输部驻阿坝州扶贫联络组(第 二批 )

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水利扶贫工作处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资源区划与开发处

文化部办公厅办公室(定 点扶贫办公室)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务司扶贫办

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

郑州海关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扶贫办

国家税务总局挟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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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综合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扶贫办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挟贫办

国土资源部挟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区域开发处

国家知识产权局扶贫办公室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产业发展处

湖北省十堰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定点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行政学院扶贫办

甘肃省地震局发展与财务处

中国气象局扶贫办公室

国家信访局办公室秘书一处

甘肃电监办综合处

中国证监会扶贫办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扶贫工作办公室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扶贫专项工作办公室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扶贫办

中国光大集团挟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乌鲁木齐铁路局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开发银行定点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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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机关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

中国银行扶贫工作队

中国建设银行安康分行

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办公室

中国华融定点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值班室/信 息调研处 (扶

贫办 )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招商银行昆明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培训学院

包商银行战略发展部

航天科工深圳(集 团)有 限公司

中航工业汉中航空工业(集 团)公 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中国兵器装各集团公司企业管理与社会责任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扶贫办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处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公益慈善办公室)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

中国北车集团公司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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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政工部青年工作处

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扶贫援藏工作领导小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对 田支援及扶贫工作办公室

东风汽车公司(党 委)办公室

鞍钢集团公司扶贫办公室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扶贫工作小组

中国蓝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盐制盐工程技术研究院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扶贫办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挟贫办公室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首钢总公司设各部

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挟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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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支边扶贫处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社会服务部

复旦大学学校办公室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地方合作办公室

浙江大学扶贫工作办公室

中南大学对 口支援工作办公室

重庆大学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

西安交通大学扶贫办

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华中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华东理工大学定点挟贫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313部 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486部 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sO8部 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36医 院

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武装部

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贵州省总队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

支队

河南弘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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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 ·浏阳河农业产业集团

陕西荣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亿利资源集团

二、先进个人 (40名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

丁俊年 中国五矿二十三冶集团嘉天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挂职副县长

马彦华(回 族) 兰州军区政治部办公室群工处干事

王 禹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基金部公益项 目处副处长

王冠宇 国家安全部副研究员

申 钢 中国日报社二十一世纪英文报副总编辑

任继成 张家田技师学院教授 (退休 )

刘士华 审计署外资运用审计司处长

刘宏宇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安抚东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综合司(政 策研究室 )

综合协调处处长

朱卫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资产处主管

朴久富(朝 鲜族)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机关党委办公 室

主任

汤晓东 中国建材集团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党群工作部

副部长、扶贫办主任

闫洪丰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机关团委书记、青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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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张永江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

张伯友 国家体育总局直属机关党委综合处处长

张远华 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农电工作部专责

张胜斌 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二处一等商务秘书

张铭彩 农工民主党中央社会服务部经济科技法律处处长

李 宪 中国信达甘肃分公司高级经理

李云东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云南省总队德宏州支队卫生

队卫生员

李国勇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资产管理中心副主任、扶贫办副

主任

杜 伟 中国银监会系统团委办公室主任

杨晓宏 兰州铁路局固原车务段段长助理、宁夏原州区人民

政府区长助理

汪 延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理事长

陈建中 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扶贫工作处处长

周立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挟贫开发办公室主任、经营

投资部副部长

泽 旺 四川省泸定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

罗云光 中共 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行政管理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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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燕祥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申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成楼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党群工作部组织(扶 贫)业 务主

管、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 投集团)直 属党委组织部

部长

徐 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扶贫开发处主任

科员

柴全顺 中国远洋运输(集 团)总 公司挂职湖南省沅陵县副

县长

郭 锋 全国工商联扶贫与社会服务部扶贫工作处副处长

陶银海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鹏飞 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处主任科员

蒋岳辉 招商局集团威宁县产业扶贫工作协调办公室主任、

招商局物流集团威宁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省威宁

县挂职副县长

谢留强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服务局行政事务处副处长、

总局第九批定点扶贫工作队队员

韩昌平 中国进出口银行扶贫办副主任

裴春亮 河南省辉县市张村 乡裴寨社 区党总支书记、春江集

团董事长

魏 涛 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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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4年 1月 ” 日印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诽跚槲髁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