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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八版）

7.昂仁县（31名）

董好典 自治区财政厅驻亚木乡亚木

村工作队队长

李致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驻亚木乡

康萨村工作队队长

李岩 自治区工商联驻达居乡伦定

村工作队队长

李俊 西藏消防总队驻切热乡帕灯

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贡布 西藏消防总队驻切热乡帕灯

村工作队副队长

索朗扎西 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驻多白乡

楚龙村工作队队长

尼玛扎西 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驻多白乡

谢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罗布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日喀

则发电公司驻切热乡切多村工作队队员

拉旺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驻多

白乡德夏村工作队副队长

尼玛加布 自治区地勘局地调院驻秋窝

乡龙木其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 自治区藏医学院驻尼果乡萨

纳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 自治区藏医学院驻尼果乡坚

定村工作队队长

边巴次仁 自治区藏医学院驻尼果乡萨

纳村工作队队长

措勇 拉萨皮革有限公司驻桑桑镇

番巴村工作队队长

米玛 市委宣传部驻卡嘎镇帕热村

工作队队长

边巴次仁 市交通运输局驻卡嘎镇卡嘎

村工作队队长

谢婉 市农科所驻秋窝乡桑珠村工

作队队长

达仓 人行日喀则市中心支行驻措

迈乡亚朗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 市农行驻亚木乡支荣村工作

队副队长

拉旺 市职业技术学校驻日吾其乡

布热村工作队队长

普国杰 县委组织部驻阿木雄乡山仓

村工作队副队长

扎西次旦 县公安局驻卡嘎镇卡尔琼村

工作队副队长

边巴 县公安局驻查孜乡纳德村工

作队队员

普布扎西 县卫生局驻贡久布乡次如村

工作队副队长

旦罗 达居乡驻多洛村工作队副队长

格桑伦珠 达若乡驻强玛村工作队队员

旦增曲扎 孔隆乡驻平孜村工作队队员

白玛央宗 雄巴乡驻杂日村工作队队员

仁青欧珠 如 萨 乡 驻 查 琼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多杰才旦 日吾其乡驻果纳村工作队队

长

央宗 措迈乡驻底热村工作队副队长

8.定日县（28名）

普布桑珠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曲当乡

扎西岗村工作队队长

王凤梅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曲当乡

琼达村工作队队长

何开松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曲当乡

扎西岗村工作队副队长

何成寿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曲当乡

恰普村工作队队长

张乾舫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长所乡

通来村工作队队长

阿旺拉姆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尼辖乡

宗措村工作队队长

拉巴次仁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驻协格尔镇鲁鲁辖村工作队副队长

尹永威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驻扎果乡

帮来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央宗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驻扎果乡

扎果村工作队副队长

刘国强 自治区商务厅驻曲当乡帕仁

村工作队队长

郭迎春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驻加措乡

皮久村工作队队长

丁增晋美 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驻

扎西宗乡拉龙村工作队队长

次珠多杰 自治区体育局驻岗嘎镇孔目

村工作队队长

郝永花 自治区登山队驻岗嘎镇沃嘎

村工作队队长

吴星亮 西藏公安边防总队驻岗嘎镇

曲龙贡达村工作队队长

孙超 市委组织部驻扎西宗乡巴松

村工作队队长

尼琼 市财政局驻措果乡嘎热果吉

村工作队队长

次旦顿珠 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局）驻长

所乡嘎旦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罗布 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局）驻长

所乡班久村工作队副队长

晋美塔杰 市农牧局驻克玛乡西布村工

作队副队长

次旺 市公安局驻曲洛乡左措村工

作队队长

何金 市公安局驻扎西宗乡加村工

作队队长

伦珠旦增 市公安局驻扎西宗乡娘玛村

工作队队长

洛桑扎西 县水利局驻岗嘎镇西北村工

作队队长

扎西平措 县人民医院驻协格尔镇其尺

村工作队队长

顿珠 县教育局驻协格尔镇朗嘎村

工作队副队长

达瓦扎西 尼辖乡驻辖龙村工作队队长

甭琼 盆吉乡驻龙嘎村工作队副队长

9.南木林县（22名）

朱海英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驻甲措乡

则嘎村工作队队长

周强 自治区农牧厅驻索金乡巴相

村工作队队长

梁焜 自治区农牧厅驻索金乡白龙

村工作队队长

德吉央宗 自治区卫计委驻南木林镇岗

巴村工作队队长

钟永洁 自治区人民医院驻南木林镇

达龙村工作队队长

欧珠旺姆 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驻卡孜

乡古确普村工作队队长

德庆曲宗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驻南木

林镇吉龙村工作队队长

马欣欣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驻卡孜乡康玛村工作队队员

小巴桑 自治区水利厅驻拉布普乡列

那村工作队队长

张辉 自治区妇联驻达孜乡康吉村

工作队队长

玉珍 人行拉萨中心支行驻土布加

乡门嘎村工作队队长

央金卓玛 人行拉萨中心支行驻土布加

乡门嘎村工作队副队长

桑旦 人行拉萨中心支行驻土布加

乡岗嘎村工作队队长

杨云虹 人行拉萨中心支行驻土布加

乡白莎村工作队队长

斯达扎西 自治区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

宫驻查尔乡森丁村工作队队长

钟志君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分公司驻艾玛乡龙琼村工作队队长

欧巴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驻热当乡热让村工作队副队长

达罗 市政府办公室驻拉布普乡普

村工作队队长

桑布 市文化局驻普当乡普当村工

作队队长

多布杰次仁 市水保中心驻索金乡欧布堆

村工作队队长

巴桑央宗 市工商局驻达孜乡达孜村工

作队队长

次旺 艾玛乡驻夏麦村工作队队长

10.萨迦县（17名）

索娜吉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驻麻布

加乡普玛村工作队队长

德琼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驻麻布

加乡怕列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群培 自治区粮食局驻扯休乡吉雄

村工作队队长

沈龙生 自治区安监局驻吉定镇龙桑

村工作队队长

汪珍 自治区安监局驻吉定镇桑珠

岗村工作队队长

孙晋关 自治区旅发委驻吉定镇可赤

布村工作队队长

周春霞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驻雄

玛乡雄玛村工作队队长

强映次旦 自治区文物局驻萨迦镇索西

村工作队队长

普布次仁 自治区博物馆驻萨迦镇多夏

村工作队队长

拉巴次仁 市委统战部驻雄玛乡吉堆村

工作队队长

次仁德吉 市审计局驻扎西岗乡扎西岗

村工作队队长

巴珠 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查荣乡江

雄村工作队队长

旺加 市中级人民法院驻查荣乡贡

堆村工作队副队长

德曲 市藏医院驻雄麦乡杂果村工

作队队长

杨彬彬 县公安局驻雄麦乡玉琼村工

作队队员

边仓 县教育局驻麻布加乡白拉村

工作队副队长

卓玛 雄玛乡驻旺堆村工作队队员

11.谢通门县（15名）

次仁卓嘎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驻达那

答乡扎西顶村工作队队长

珠加 自治区国税局驻仁钦则乡果

木德村工作队队长

顿珠多吉 西藏银监局驻达那普乡彭冲

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 团区委驻通门乡拉旺孜村工

作队队长

强巴 拉萨海关驻卡嘎镇查仓村工

作队队长

罗布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驻塔丁乡

普村工作队队长

巴桑次仁 自治区红十字会驻南木切乡

车多村工作队队长

李波 西藏华泰龙公司驻措布西乡

夏木村工作队队长

达娃卓玛 市国土资源局驻娘热乡马尔

地村工作队队长

仁青央增 市幼儿园驻查布乡查布村工

作队队长

巴旦拉姆 谢通门县驻仁钦则乡夏麦村

工作队队长

白玛曲珍 谢通门县驻达那答乡顶嘎村

工作队队长

陈勇宏 谢通门县驻达那答乡嘎如冲

村工作队副队长

旦增 谢通门县驻美巴切勤乡陈将

村工作队队长

扎西仓决 谢通门县驻卡嘎镇库热孜村

工作队队长

12.定结县（11名）

巴桑次仁 县纪委监委驻多布扎乡多布

扎村工作队副队长

占堆 县委统战部驻萨尔乡普圭村

工作队队长

央宗 县编译局驻确布乡拉贵村工

作队副队长

普布扎西 县扶贫办驻扎西岗乡扎西岗

村工作队副队长

顿珠 定结县驻郭加乡切村工作队

队长

索朗加布 江嘎镇驻荣贡村工作队副队长

次旦仁增 日屋镇驻吉勒村工作队副队长

边巴 陈塘镇驻莎列村工作队队员

赤列旦增 定结乡驻布洛村工作队副队长

嘎玛益西 琼孜乡驻库字村工作队副队长

扎西顿珠 琼孜乡驻乃莎村工作队副队长

13.萨嘎县（6名）

仁青罗布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驻雄如

乡布扎村工作队副队长

唐来均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驻雄如

乡麻亚村工作队队员

嘎玛多吉 西藏电视台驻旦嘎乡坚巴奴

村工作队副队长

廖建飞 县民宗局驻夏如乡达孜村工

作队队员

扎西旺堆 加加镇驻达琼村工作队副队长

拉姆次仁 拉藏乡驻溪果村工作队副队长

14.仁布县（12名）

龙国新 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康雄乡年

拉村工作队队长

彭次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驻查巴乡

玉拉村工作队队长

尼玛 自治区档案局（馆）驻帕当乡

萨达村工作队队长

旺平 自治区残联驻然巴乡嘎珠村

工作队队长

索琼 市民宗局驻姆乡江新村工作

队队长

刘扬 市地震局驻德吉林镇奴日村

工作队副队长

巴珠 市珠峰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驻仁布乡江嘎达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伦珠 县公安局驻姆乡吉村工作队

队长

次仁扎西 县公安局驻普松乡咸阿村工

作队队长

尼欧 县教育局驻切娃乡嘎布久嘎

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次仁 县卫生服务中心驻德吉林镇

那休村工作队队长

穷曲 仁布乡驻仁布村工作队队长

15.康马县（8名）

索朗平措 县委组织部驻南尼乡南尼村

工作队队长

旦增卓玛 团县委驻少岗乡达修村工作

队队长

桑布 县公安局驻嘎拉乡克村工作

队队员

班典曲桑 康马镇驻朗达村工作队副队长

达瓦次仁 雄章乡驻昆章村工作队副队

长

朗加卓玛 萨玛达乡驻拉定村工作队副

队长

普琼 涅如堆乡驻日果村工作队副

队长

白玛次旺 康如乡驻白加村工作队副队长

16.吉隆县（7名）

普寻 县口岸公安分局驻吉隆镇玛

嘎村工作队副队长

扎西次旦 县口岸公安分局驻萨勒乡卡

帮村工作队副队长

索朗扎西 县法院驻吉隆镇乃村工作队

副队长

德吉 县民政局驻差那乡孔木村工

作队队长

索旦 县文广局驻折巴乡桑旦林村

工作队队长

美朵 宗嘎镇驻宗嘎社区居委会工

作队副队长

尼玛次仁 贡当乡驻贡当村工作队队长

17.仲巴县（10名）

旦增 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驻仲巴

县驻村工作队总领队

罗布顿珠 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驻霍尔

巴乡贡桑村工作队队长

王亚明 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驻霍尔

巴乡扎次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央拉 县委宣传部驻隆格尔乡夏吉

村工作队队长

强巴伦珠 县公安局驻纳久乡布荣村工

作队队长

高妮 县妇联驻拉让乡康西村工作

队队长

多吉卓玛 县民宗局驻吉玛乡美嘎村工

作队队长

扎西平措 县中学驻帕江乡如嘎村工作

队队长

边巴曲培 偏吉乡驻南木拉村工作队队员

罗布 仁多乡驻康玛村工作队队员

18.岗巴县（5名）

索朗次仁 自治区国家安全厅驻岗巴镇

加达村工作队队长

肖沁怡 县检察院驻直克乡索白村工

作队副队长

索朗多吉 岗巴县驻龙中乡色康村工作

队队长

扎西伦珠 岗巴县驻直克乡杰龙村工作

队队长

贡布欧珠 孔玛乡驻德庆村工作队队长

（三）山南市（87名）
1.乃东区（7名）

任梦媛 乃东区委办公室驻颇章乡雪

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卓玛 乃东区政府办公室驻结巴乡

桑嘎村工作队队长

次央 乃东区委宣传部驻泽当镇结

莎社区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郭 兰 乃东区人民检察院驻昌珠镇

茶如社区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强巴多吉 乃东区总工会驻索珠乡支岗

村工作队副队长

次仁多吉 乃东区公安局驻亚堆乡支那

村工作队副队长

巴桑罗布 乃东区安监局驻多颇章乡布

麦村工作队队员

2.琼结县（3名）

扎西加措 琼结县驻加麻乡金珠村工作

队队长

加措 琼结县驻琼结镇雪巴社区居

委会工作队队员

王建平 琼结县驻拉玉乡堆巴村工作

队队长

3.扎囊县（10名）

尼玛多吉 市委组织部驻阿扎乡阿扎村

工作队队长

贡觉多吉 市委组织部驻桑耶镇乃卡村

工作队副队长

德吉 市委统战部驻扎其乡热瓦村

工作队队长

索南央宗 市环保局驻吉汝乡雪拉村工

作队队长

索朗央金 市审计局驻扎其乡扎加村工

作队队长

尼玛次仁 市烟草专卖局驻阿扎乡江津

村工作队队长

嘎玛平措 市残联驻吉汝乡沙布夏村工

作队队长

米玛次仁 吉汝乡驻罗布村工作队副队长

巴桑次仁 扎其乡驻藏仲村工作队队长

洛桑达瓦 扎唐镇驻久麦村工作队队长

4.贡嘎县（6名）

其米热布丹 市总工会驻岗堆镇普雄村工

作队队长

江永郎加 市公安局驻克西乡克西村工

作队队长

次成贡布 县国土资源局驻吉雄镇吉雄

社区居委会工作队副队长

巴果 县委宣传部驻吉雄镇红星社

区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班丹扎巴 县委政法委驻江塘镇岗巴村

工作队队长

廖玉红 县总工会驻杰德秀镇斯麦社

区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5.浪卡子县（15名）

格桑达瓦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驻浪卡子

镇道布龙社区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格桑旺杰 市委办公室驻卡热乡卡普村

工作队队长

德吉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卡

龙乡东嘎村工作队队长

洛琼 市新闻出版广电局驻阿扎乡

阿扎村工作队队长

白玛卓嘎 市新闻出版广电局驻阿扎乡

亚龙村工作队队长

达娃次仁 市气象局驻伦布雪乡学宗村

工作队队长

平措多布杰 市藏医院驻打隆镇曲宗村工

作队队长

边巴 市职业技术学校驻多却乡卡

东村工作队队长

仁增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南市分

公司驻多却乡尼玛龙村工作队队长

贺马建 浪卡子县驻打隆镇绒嘎社区

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巴桑玉珍 浪卡子县驻张达乡扎玉村工

作队队长

拉巴顿珠 浪卡子县驻普玛江塘乡下索

村工作队队员

次珍 浪卡子县驻普玛江塘乡那木

其村工作队队长

德庆曲尼 浪卡子县驻白地乡叶色村工

作队队长

扎西旺久 浪卡子县驻白地乡杂塘村工

作队队员

6.洛扎县（4名）

索朗次仁 区公安厅反恐特侦队驻拉郊

乡杰罗布村工作队副队长

阿旺伦珠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扎

日乡拉隆村工作队队长

罗布卓玛 县卫计委驻洛扎镇吉堆社区

居委会工作队队长

韩碧薇 洛扎镇驻贡组社区居委会工

作队队长

7.措美县（3名）

尼玛卓嘎 市政府办公室驻措美镇玉美

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江村 措美县驻哲古镇宗宗村工作

队队长

罗布扎巴 措美县驻哲古镇扎杂村工作

队队长

8.错那县（4名）

白玛旦增 错那县驻觉拉乡觉拉村工作

队队长

郑波 错那县驻觉拉乡罗堆村工作

队副队长

益西次仁 错那县驻曲卓木乡郭梅村工

作队队长

旦增阿旺 库局乡驻库局村工作队队员

9.隆子县（13名）

布琼 市公安局驻玉麦乡玉麦村工

作队队长

央娜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驻热荣乡

才麦村工作队队长

普布次仁 市工商局驻日当镇卡当村工

作队队长

巴珠 农行山南分行驻热荣乡加岭

村工作队队长

旺久 西藏江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驻加玉乡达孜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 市城投公司驻雪萨乡米西村

工作队队长

达娃措姆 县纪委监委驻隆子镇堂徒村

工作队副队长

顿玉 县公安局驻列麦乡西徒村工

作队副队长

江参 隆子县驻三安曲林乡边久林

村工作队副队长

曲妮卓玛 隆子县驻隆子镇色吉雪村工

作队副队长

土旦 日当镇驻玉白村工作队副队长

拉姆曲珍 日当镇驻加洛村工作队副队长

张谦 扎日乡驻曲桑村工作队队长

10.曲松县（3名）

王亮 县公安局驻曲松镇贡堆村工

作队队长

普布卓嘎 县环保局驻罗布沙镇朱麦沙

村工作队队员

洛桑卓玛 县统计局驻堆随乡洛村工作

队队员

11.加查县（12名）

阿旺坚才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拉绥

乡拉绥村工作队队长

旦巴罗桑 华新水泥厂驻洛林乡江热村

工作队队长

洛桑卓嘎 县委组织部驻安绕镇热果村

工作队队长

益西边巴 县农牧局驻冷达乡共康村工

作队队长

央啦 县人民医院驻加查镇联堆村

工作队队长

平措云丹 安绕镇驻扎雪村工作队副队长

其米拉宗 加查镇驻热麦村工作队副队长

白玛曲珍 崔久乡驻吉隆囊村工作队队

员

明久罗布 坝乡驻定贡岗村工作队队长

平措旺堆 拉绥乡驻岗巴村工作队队长

韩鹏辉 洛林乡驻莎那布村工作队副

队长

米玛普赤 冷达乡驻巴达村工作队队员

12.桑日县（7名）

格桑拉姆 县委组织部驻增期乡雪巴村

工作队队长

拉姆次仁 县人民法院驻白堆乡里龙村

工作队队员

卓玛 县国土资源局驻绒乡普巴村

工作队副队长

桑杰旺姆 桑日镇驻比巴村工作队队长

阿旺曲珍 桑日镇驻塔木村工作队队员

旦增欧珠 绒乡驻卓吉村工作队副队长

格桑白珍 增期乡驻达杰村工作队队员

（四）林芝市（80名）
1.巴宜区（7名）

尼玛伟色 巴宜区委办公室驻林芝镇真

巴村工作队队长

张珍杰 巴宜区政府办公室驻百巴镇

大坝村工作队队长

何金鹏 巴宜区人大办公室驻更章门

巴民族乡白玛店村工作队副队长

平措卓玛 巴宜区人民检察院驻八一镇

唐地村工作队队长

胡猛 巴宜区旅游发展委员会驻鲁

朗镇扎西岗村工作队队长

张华刚 巴宜区农牧局（科技局）驻米

瑞乡通麦村工作队副队长

普巴央金 布久乡驻杰麦村工作队副队长

2.朗县（15名）

顿珠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驻登木乡

多龙村工作队副队长

达瓦 市政协办公室驻朗镇其次村

工作队队长

荣丹 市委政法委驻洞嘎镇滚村工

作队副队长

次仁贡布 市政府国资委驻洞嘎镇卓村

工作队队长

央金拉姆 市发展改革委驻登木乡比邻

村工作队副队长

达瓦央金 市卫计委驻拉多乡白露村工

作队队长

益西次仁 市民政局驻拉多乡许村工作

队队长

韩其辰 市公安边防支队驻金东乡松

木材村工作队副队长

边珍 市信访局驻朗镇巴热村工作

队副队长

仲爱荣 市妇联驻仲达镇伟列村工作

队队长

巴桑 县检察院驻登木乡洛龙村工

作队队长

陈曦 县民宗局驻金东乡秀村工作

队副队长

周廷军 县卫计委驻拉多乡吉村工作

队队长

次旦卓嘎 朗镇驻申木村工作队队员

尼玛论珠 仲 达 镇 驻 仲 达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下转第十版）

自治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第七批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