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 勇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

室二级调研员

张学东

广州市荔湾区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

任，广州市荔湾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陶小民

广州市天河区委统战部副部

长，广州市天河区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方兆丰

广州市天河区农业农村局扶

贫开发科科长

黄镜华

广州市南沙区劳动就业服务

管理中心副主任

潘 鹏

广州市增城区贸促会会长，广

州市增城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党组

成员

魏永志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道办事

处综合保障中心主任

欧阳可员

广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

副总指挥、 广州市派驻梅州市精准扶贫工

作队队长，广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戴瑞虹 （女）

生前为梅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原

书记

（挂职）

，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四级调

研员

袁 泉（土家族）

梅州市梅县区梅南镇

水美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委统战部侨务综合处四级调研员

张锦增

兴宁市径南镇新洲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监督处一级主任科员

黄自军 （瑶族）

蕉岭县新铺镇潘田村

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南

沙现代农业产业集团公司职员

段卫国

广州市派驻梅州市大埔县精

准扶贫工作组组长，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

道办事处四级调研员

谢华军

大埔县高陂镇党溪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海珠区

新港街道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郭纯宇

大埔县三河镇旧寨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委办公

厅干部处三级主任科员

陈少洲

广州对口帮扶梅州丰顺县工

作队队长、 梅州市丰顺县委常委、 副县长

（挂职）

， 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小刚

广州市派驻梅州市丰顺县精

准扶贫工作组组长、 梅州市丰顺县政府党

组成员

（挂职）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政府

四级调研员

欧阳可勇

丰顺县汤西镇双鹿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花都

区花山镇思明小学总务主任

罗宇峰

丰顺县潘田镇填江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环保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梁江峰

五华县华城镇黄埔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番禺区

石楼镇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何春萌 （女）

五华县岐岭镇皇华村驻

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城

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主任

于洪建

五华县水寨镇坝心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委宣传

部精神文明协调处二级调研员

萧嘉柱

五华县长布镇大客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职员

常后春

五华县安流镇葵樟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番禺区

石碁镇政府三级主任科员

陈智军

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番禺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交流管理办公室

二级主任科员

陈孝安

广州对口帮扶清远指挥部副

总指挥、 广州市派驻清远市精准扶贫工作

队队长，广州市花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卢 中

清远市清新区龙颈镇石崇村

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

越秀区司法局矿泉司法所副所长

高建辉

英德市东华镇鱼湾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党建主管

邹佳俊

英德市大站镇波罗坑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纪委

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四级主任科员

黄卓勇

生前为英德市黎溪镇黎洞村

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

大新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雕刻制作部副

经理

彭晟亮

英德市石牯塘镇沙坪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白云

区同和中学副校长

毛小中

英德市石牯塘镇石牯塘社区

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

白云区永平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文蔚

英德市石灰铺镇勤丰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白云

区均禾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职员

刘敏学

连州市大路边镇油田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荔湾

区东漖街道办事处四级主任科员

韩德学 （壮族）

连州市丰阳镇朱岗村

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岭

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宾馆总经理

助理

陈赞行

佛冈县高岗镇高镇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公安局

越秀区分局特勤大队一级警长

周 彬

佛冈县水头镇石潭村驻村第一

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越秀区光

塔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裴润斐

佛冈县汤塘镇黎安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委编办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处副处长

滕 琳 （女）

阳山县阳城镇水口村驻

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储

备粮管理中心军粮管理部一级主任科员

陈 蕾 （女）

阳山县阳城镇黄竹村驻

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广日

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制造科科长助理

罗洁丰

阳山县小江镇沙寮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广州市黄埔区联

和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副主任

曾庆鹏

阳山县七拱镇塘坪村驻村第

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市黄埔区

文冲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 爽

阳山县七拱镇潭村村驻村第一

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科学城

（广州 ）

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管理部高级经理

宋中华

阳山县青莲镇江佐村驻村第一

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广州开发区财政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质安和协调部部长

李宁波

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

毕节组项目部部长、 毕节组机关临时党支

部书记， 毕节市扶贫办综合科副科长

（挂

职）

，广州市审计局四级调研员

李淑华 （女）

贵州省毕节市妇幼保健

院原副院长

（挂职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儿内科门诊专科主任

余 琳 （女）

贵州省毕节市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挂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产科副主任

周 强

贵州省毕节市第三人民医院

原副院长

（挂职）

，广州市胸科医院医务科

副科长

叶炳健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

科技局原副局长、 毕节六中原副校长

（挂

职）

，广州市真光中学工会主席兼芳花校区

教导处主任

祁 风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

医院原副院长兼神经内科主任

（挂职）

，广

州市荔湾区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黄小林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第五中

学终身名誉校长， 广州市天河中学原党委

书记、副校长

陈潮锋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中医院

原副院长

（挂职 ）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骨

伤六科医疗组长

陆永佳

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

临时党委委员、黔南组都匀市工作队队长，

都匀市委常委、副市长

（挂职）

，广州市黄埔

区长洲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龙国明

贵州省黔南州政府特邀督学，

广州开发区中学原党总支书记、校长

陈 智

贵州省瓮安县教育局原党组成

员、副局长、瓮安第二中学原副校长

（挂职）

，

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副校长

（退休）

李 梅 （女）

贵州省龙里县妇幼保健

院原副院长

（挂职）

，广州市南沙区第六人

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

冼思亮

贵州省普定县思源实验学校

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

（挂职 ）

，广州市花都

区育才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蒋凌霜 （女）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巡察办副主任

叶灿江

广州江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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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答卷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1年6月22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

决策部署，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尽锐出

战、务求精准，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展

现广东担当、作出广东贡献。 省内现行

标准下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和 2277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解决相对

贫困问题取得重大成果；协助桂川黔滇

4 省区 93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500 多万

贫困人口如期脱贫，高质量完成中央交

给广东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政治任务。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在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伟大奋

斗历程中， 各地区各部门凝心聚力、攻

坚克难， 各定点帮扶单位鼎力支持、倾

情奉献，社会各界协同发力、携手攻坚，

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吃苦耐劳、

自强不息，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涌现出一大批恪尽职

守、开拓进取、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实

绩过硬、事迹感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 为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充分激

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的责任感、 使命感、

荣誉感，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肖勇等

594 名同志“广东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称号；授予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委

员会等 400 个集体“广东省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

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

众要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锐意进取、奋

发有为、开拓创新，为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

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广东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名单

（广州部分）

广东省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名单

（广州部分）

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委员会

广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企业事务协调处

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会员工作部

广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部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第一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州市越秀区梅花村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

广州市海珠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荔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广州市花都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人民政府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

广州市南沙区对口支援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人民政府

广州市从化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广州市从化区对口支援办公室

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农村局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人民政府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驻梅州

市梅江区西阳镇太平村、 五华县岐

岭镇黄福村扶贫工作队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驻

英德市黎溪镇恒昌村、黎洞村，下太

镇沙岗村扶贫工作队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驻连州

市西江镇西江村、斜磅村、大田村扶

贫工作队

广州港集团扶贫办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番发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洲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慈善会

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