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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九版）

3.察隅县（21名）

杨文凤 西藏农牧学院驻察瓦龙乡格

布村工作队队长

蔡建强 中国大唐集团西藏分公司驻

上察隅镇荣玉村工作队队长

周红卫 市委办公室驻上察隅镇格拥

村工作队副队长

杨学鹏 市政府办公室驻下察隅镇自

更村工作队队长

王力 市政府办公室驻下察隅镇新

村工作队副队长

王林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驻察瓦龙乡

前中瓦村工作队副队长

李才奎 市教育体育局驻竹瓦根镇学

尼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卓 市审计局驻竹瓦根镇知美村

工作队队长

白珍 市林业局驻察瓦龙乡昌西村

工作队队长

黄晓松 市水利局驻察瓦龙乡松塔村

工作队队长

次仁 市气象局驻古拉乡日托村工

作队队长

魏磊 市公路分局驻古拉乡察空村

工作队队长

高留营 电信林芝分公司驻察瓦龙乡

珠拉村工作队队员

西洛 市电视台驻上察隅镇布宗村

工作队队长

达杰 县委组织部驻下察隅镇共同

村工作队副队长

邓勇强 县政协办公室驻竹瓦根镇龙

古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拉措 县检察院驻上察隅镇竹巴村

工作队队员

尼玛拉姆 县民政局驻古拉乡安巴村工

作队队长

四妹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上

察隅镇巩固村工作队副队长

卓玛次仁 下察隅镇驻松古村工作队队长

卓嘎玉珍 古玉乡驻然乌学村工作队副队长

4.工布江达县（8名）

央拉 县发展改革委驻朱拉乡吉木

雄村工作队队长

江永珍 县财政局驻仲莎乡那岗村工

作队队长

贡嘎 县国土资源局驻加兴乡松多

村工作队队长

洛桑云旦 金达镇驻朗色村工作队副队长

旦增贡桑 错高乡驻罗池村工作队副队长

杨茂玲 娘蒲乡驻同吉村工作队队长

仁增曲珍 工布江达镇驻达帕萨村工作

队队员

余超 巴河镇驻堆果村工作队副队长

5.米林县（7名）

巴珠 县人大办公室驻卧龙镇甲格

村工作队队长

徐蕤 县纪委监委驻里龙乡仲萨村

工作队队长

乔次仁 县检察院驻丹娘乡康布热村

工作队队长

欧阳宁 县公安局驻卧龙镇阿拉塘村

工作队队长

江华 县发展改革委驻扎西绕登乡

雪巴村工作队副队长

普琼 县水利局驻派镇加拉村工作

队队长

扎西拥珠 县工青妇驻羌纳乡西嘎门巴

新村工作队副队长

6.波密县（9名）

杨成洪 县政协办公室驻倾多镇扎西

村工作队队长

扎西拉达 县公安局驻松宗镇德巴村工

作队副队长

索那旺堆 县卫计委驻易贡乡沙玛村工

作队队长

米玛央宗 玉普乡驻阿西村工作队队员

单增洛桑 康玉乡驻宗热村工作队副队长

扎西白珍 八盖乡驻竹玉村工作队队长

四郎旺姆 玉许乡驻林琼村工作队副队长

樊西豫 古乡驻古村工作队队长

贾俊兵 多吉乡驻毛江村工作队队员

7.墨脱县（13名）

布桑 华能西藏发电有限公司驻帮

辛乡帮辛村工作队队长

杨映 市人大办公室驻墨脱镇墨脱

村工作队队长

凌燕 市检察院驻德兴乡巴登则村

工作队队长

吴小虎 市公安局驻背崩乡地东村工

作队队长

西嘎 市公安局驻背崩乡背崩村工

作队队长

梅朵措姆 市旅发委驻墨脱镇亚让村工

作队队长

杨红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驻德

兴乡荷扎村工作队队长

潘朵旺姆 市环保局驻格当乡格当村工

作队队员

田文阁 建设银行林芝市分行驻帮辛

乡岗玉村工作队队长

张维东 市巴河发电公司驻甘登乡甘

登村工作队副队长

王鹏飞 县财政局驻加热萨乡更帮村

工作队队长

旦增平措 县农牧局（科技局）驻帮辛乡

肯肯村工作队队长

郭光旭 背崩乡驻巴登村工作队副队长

（五）昌都市（182名）

1.卡若区（17名）

张安宁 市政府国资委驻拉多乡夏日

村工作队队长

洛松登吉 卡若区国土资源局驻卡若镇

左巴村工作队队员

西热银巴 卡若区文广局驻城关镇达瓦

村工作队副队长

斯郎泽仁 卡若区公安局驻拉多乡达多

村工作队队长

嘎玛俊美 柴维乡驻古强村工作队副队长

多吉扎西 埃西乡驻邦迪村工作队队长

牛力骋 沙贡乡驻格秀村工作队副队长

向巴斯朗 若巴乡驻博巴村工作队队长

嘎松桑珠 约巴乡驻约俄村工作队队长

边巴次仁 日通乡驻瓦列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群培 妥坝乡驻杂庆村工作队队长

尼玛扎西 面达乡驻冷达村工作队副队长

泽松拉姆 城关镇驻野堆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次仁 嘎玛乡驻瓦孜村工作队队长

平措扎西 俄洛镇驻格巴村工作队副队长

巴桑次仁 芒达乡驻达德村工作队副队长

王冬冬 如意乡驻如意村工作队队员

2.江达县（17名）

洛龙 自治区党委党校驻娘西乡嘎

玖村工作队队长

罗松江村 市编译局驻江达镇嘎四村工

作队队长

洛松曲珍 市旅发委驻岗托镇岗托村工

作队队长

王洪 县委统战部驻汪布顶乡来玛

村工作队队员

杨超 县公安局驻字呷乡下格色村

工作队队长

罗松扎西 县电信局驻德登乡夏吉村工

作队队员

冬花 江达镇驻敏达村工作队队长

洛松普次 同普乡驻木巴村工作队队员

次仁旦增 岩比乡驻德巴村工作队队长

多吉旺久 生达乡驻色巴村工作队副队长

格桑群培 卡贡乡驻色沙村工作队队长

孙建 邓柯乡驻直巴村工作队队长

吉美 邓柯乡驻青稞村工作队副队长

央吉 青泥洞乡驻索日村工作队队员

次成卓玛 岗托镇驻作如村工作队队长

罗康 波罗乡驻宁巴村工作队队长

加永江措 波罗乡驻波公村工作队副队长

3.贡觉县（19名）

周衍武 自治区国家安全厅驻则巴乡

卫通村工作队副队长

嘎玛次仁 农行西藏分行驻哈加乡普孜

村工作队队员

龚毅 市公安局驻敏都乡雄果村工

作队队员

岑英 市工信局驻莫洛镇爱玉村工

作队队长

张胜林 国网昌都电力公司驻沙东乡

阿香村工作队队长

南木加次仁 莫洛镇驻登卡社区居委会工

作队队长

丹增曲措 阿旺乡驻拉果村工作队队长

王富超 克日乡驻登巴村工作队队员

旦增赤列 拉妥乡驻措西村工作队队员

刚吉卓玛 罗麦乡驻龙旺村工作队队员

雷晓航 莫洛镇驻扎西社区居委会工

作队副队长

次旦 木协乡驻果木村工作队队员

土旦扎西 相皮乡驻左玉村工作队副队长

西洛 雄松乡驻加卡村工作队副队长

普布曲珍 敏都乡驻贡巴村工作队队员

格桑旦增 哈加乡驻果布村工作队副队长

桑杰曲宗 相皮乡驻巴普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曲宗 阿旺乡驻通奎村工作队队员

四郎仁青 罗麦乡驻从昌村工作队队长

4.察雅县（19名）

王启龙 自治区政府国资委驻烟多镇

拉叶村工作队队长

李彩霞 自治区扶贫办驻烟多镇列康

村工作队队长

扎西央金 自治区审计厅驻香堆镇达巴

村工作队队长

巴桑 自治区审计厅驻香堆镇嘎查

村工作队队长

董海燕 市外事侨务办公室驻烟多镇

察俄村工作队队长

王龙龙 市商务局驻吉塘镇姆栋村工

作队队员

旦吉拉姆 王卡乡驻波热村工作队队长

杨树森 卡贡乡驻邓学村工作队副队长

谢玉平 肯通乡驻多堆村工作队队员

白玛宗吉 扩达乡驻巴曲村工作队队员

邵帅 扩达乡驻邦热村工作队队员

郎加多吉 新卡乡驻克琼村工作队副队

长

斯朗曲珍 阿孜乡驻阿都村工作队队长

格桑顿珠 宗沙乡驻察姆村工作队队员

洛加 吉塘镇驻吉塘社区居委会工

作队副队长

益西次仁 巴日乡驻拉麦村工作队队长

曲珍 察拉乡驻金巴村工作队队员

熊嘉骆 察拉乡驻察拉村工作队队员

尹云虎 荣周乡驻佐通村工作队副队

长

5.芒康县（15名）

王建康 自治区教育厅驻朱巴龙乡西

松贡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 西藏日报社驻朱巴龙乡朱巴

龙村工作队副队长

秦晓红 市人民检察院驻徐中乡哈扎

村工作队队长

李前才 市公安局驻索多西乡角比西

村工作队队长

向秋卓玛 县文广局驻嘎托镇普拉村工

作队队长

达瓦更才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驻如美镇

卡均村工作队队长

扎西卓玛 县民政局驻帮达乡然堆村工

作队队长

罗布达瓦 洛尼乡驻当佐村工作队队员

根秋降称 曲登乡驻邓巴村工作队队长

仁青措姆 曲孜卡乡驻拉久西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曲桑 纳西民族乡驻觉龙村工作队队员

巴桑拉姆 洛尼乡驻戈波乡戈波村工作

队队长

加松 木许乡驻木许村工作队副队长

巴桑扎西 宗西乡驻通古村工作队副队长

次仁坚增 措瓦乡驻塔亚村工作队队员

6.左贡县（19名）

罗骕翾 自治区气象局驻扎玉镇夏库

村工作队队长

德吉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驻仁果乡

青果村工作队队长

李瑞琴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驻仁果乡

加卡村工作队队长

李霞 市委组织部驻碧土乡碧土村

工作队队长

张康 市委组织部驻碧土乡扎郎村

工作队队长

达瓦次仁 市交通运输局驻扎玉镇达巴

村工作队队长

黄琴 县交通运输局驻田妥镇果热

村工作队队长

冉程文 旺达镇驻乌雅村工作队副队

长

吴航 旺达镇驻孟琼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曲珍 旺达镇驻左巴村工作队队员

穷玛次仁 田妥镇驻格如村工作队队长

崔智慧 美玉乡驻美玉村工作队队员

洛松益西 美玉乡驻斜库村工作队队员

阿牛 东坝乡驻普卡村工作队队员

卓拉 东坝乡驻军拥村工作队副队

长

多吉桑姆 中林卡乡驻洛巴村工作队队员

李杰 下林卡乡驻友巴村工作队队员

多吉顿珠 绕金乡驻普拉村工作队队长

益西加措 绕金乡驻绕金村工作队副队长

7.八宿县（18名）

李洪川 自治区文联驻林卡乡叶巴村

工作队副队长

青松 民航西藏区局驻吉中乡那德

村工作队队长

魏祥元 民航西藏区局驻益庆乡曲扎

村工作队队长

周国平 民航西藏区局驻益庆乡索那

村工作队队长

张毅林 自治区政府国资委驻同卡镇

帕西村工作队队长

群宗 自治区政府国资委驻同卡镇

然多村工作队队长

卓玛 自治区政府国资委驻吉达乡

同空村工作队队长

张建 市教育局驻吉达乡拉然村工

作队队长

朱海龙 市审计局驻拉根乡绕巴村工

作队队长

索朗罗布 县人大办公室驻帮达镇同尼

村工作队队长

谭俊材 县公安局驻吉达乡仲沙村工

作队队长

王远利 县农牧局驻拉根乡绕巴村工

作队副队长

格桑罗宗 白玛镇驻旺比村工作队队长

四郎次旺 益庆乡驻帮达镇查龙村工作

队副队长

措姆 益庆乡驻多庆村工作队队员

贡觉卓玛 郭庆乡驻觉美村工作队队员

拉巴 瓦乡驻夏巴村工作队队长

尼玛吉巴 夏里乡驻泽金村工作队队员

8.洛隆县（16名）

尼玛扎西 自治区质监局驻马利镇久修

村工作队队长

泽仁多加 市中级人民法院驻孜托镇尼

亚村工作队队员

尼玛拉姆 市畜牧总站驻新荣乡拉加村

工作队队长

江克权 市林业局驻俄西乡次琼村工

作队队长

白柳 市经济开发区驻白达乡白托

村工作队队长

简秋华 市水利局驻腊久乡母许村工

作队队长

列登 县人大办公室驻俄西乡娘娘

村工作队队长

旺青多吉 县教育局驻硕督镇荣雄村工

作队队长

罗嘎 县公安局驻马利镇久修村工

作队队长

琼达 孜托镇驻然昌村工作队队员

普布扎西 孜托镇驻中松村工作队队员

久美次仁 中亦乡驻中亦村工作队副队长

张桃建 玉西乡驻日许村工作队队长

巴桑卓玛 腊久乡驻查瓦村工作队队长

嘎玛占堆 康沙镇驻查然村工作队副队长

西热罗增 达龙乡驻布达村工作队队员

9.边坝县（16名）

洛桑曲珍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驻边

坝镇普玉二村工作队队长

李艳锋 自治区农科院驻拉孜乡雄日

村工作队队长

依斯麻 自治区农牧厅驻马秀乡布谷

村工作队队长

格桑尼玛 自治区林业厅驻草卡镇达根

村工作队队员

朱 燕 英 市科技局驻草卡镇索村工作队

队长

罗布达吉 中国铁塔昌都分公司驻热玉

乡热玉村工作队队长

加永登增 边坝县驻马武乡粗卡娘村工

作队队员

桑杰 边坝县驻都瓦乡郭龙村工作

队副队长

何雄波 边坝县驻沙丁乡日普村工作

队副队长

杰美 边坝县驻尼木乡尼木村工作

队副队长

夏忠 边坝县驻草卡镇卓归村工作

队副队长

马鸿昌 边坝县驻拉孜乡雄日村工作

队队员

边央 边坝县驻加贡乡加布村工作

队副队长

张平 边坝县驻金岭乡玉坝村工作

队副队长

张远军 边坝县驻拉孜乡如村工作队

队员

旦增罗布 边坝县驻马秀乡马秀村工作

队队长

10.丁青县（13名）

才旺卓玛 县委统战部驻巴达乡巴巴村

工作队队员

白玛次措 县检察院驻协雄乡协麦村工

作队队长

次仁旺堆 县小学驻丁青镇仲伯村工作

队队长

陈显国 县政协办公室驻丁青镇布托

村工作队队长

边巴次仁 县人大办公室驻色扎乡木查

村工作队队长

晋美 县招商局驻尺牍镇索果村工

作队队长

徐祖源 党恩乡驻麦日村工作队副队长

祁武 协雄乡驻夏拉村工作队副队长

普琼 当堆乡驻当堆村工作队副队长

金琼 丁青镇驻丁青村工作队队员

泽仁永青 巴达乡驻达堆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扎西 巴达乡驻格巴村工作队队长

伍定森 甘岩乡驻卡崩村工作队队员

11.类乌齐县（13名）

徐长辉 县畜牧站驻类乌齐镇孟达村

工作队队长

德仁 县发改委驻加桑卡乡东登卡

村工作队队长

旦增杰美 桑多镇驻生格公村工作队队长

梁访问 桑多镇驻热扎卡村工作队队员

强巴 伊日乡驻珠达村工作队队员

斯郎巴姆 长毛岭乡驻德塔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次仁 类乌齐镇驻扎沙村工作队队员

何周 卡玛多乡驻嘎吉村工作队副

队长

江珠尼玛 加桑卡乡驻果瓦村工作队队员

米玛吉巴 岗色乡驻居美村工作队副队长

索朗多布杰 吉多乡驻香巴村工作队队长

司李军 滨达乡驻央宗村工作队副队长

德青央宗 尚卡乡驻吉多村工作队队长

（六）那曲市（188名）
1.色尼区（22名）

马超 自治区科技厅驻罗玛镇加贡

村（2村）工作队队员

常立建 成都办事处驻那曲镇普仓村

（9村）工作队队长

张喜翠 西安办事处驻那曲镇噶庆村

（14村）工作队副队长

胡媛恒 成都办事处驻那曲镇楚布村

（11村）工作队队员

尼玛西洛 西藏航空公司驻香茂乡多朋

热卡村（2村）工作队队员

泽永 洛麦乡驻果庆村（5 村）工作

队队员

卓多 尼玛乡驻扎那村（7 村）工作

队队长

斯秋拉姆 古露镇驻萨措村（1 村）工作

队队长

何建才 古露镇驻格托村（9 村）工作

队队长

才旦南加 罗玛镇驻达崩村（3 村）工作

队队员

任维维 罗玛镇驻哈热村（5 村）工作

队队长

达瓦多杰 色尼区公安局驻那曲镇欧玛

亭嘎村（16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顿珠 那曲镇驻路让村（26 村）工作

队队长

玉珠旦增 达萨乡驻阿达村（7 村）工作

队队员

索朗旺堆 达萨乡驻帕玉村（4 村）工作

队队员

白玛 香茂乡驻察夏村（5 村）工作

队队长

卓玛央宗 达前乡驻干觉村（5 村）工作

队队长

尼玛卓玛 孔玛乡驻多雄村（10 村）工作

队队长

多吉亚培 孔玛乡驻扣热村（7 村）工作

队队长

拉卓 那玛切乡驻东俄玛村（6 村）

工作队队长

顿珠 色雄乡驻达仙村（1 村）工作

队队长

白央 油恰乡驻东热龙村（2 村）工

作队队长

2.安多县（12名）

杨耿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驻帕那镇

扎列金村（2村）工作队队长

多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驻措玛乡

加布村（6村）工作队队长

益西洛珠 市质监局驻扎仁镇拉姆措村

（4村）工作队副队长

琼达 色务乡驻美接岗村（1 村）工

作队队长

德吉卓嘎 多玛乡驻扣木扎庆村（6 村）

工作队队长

巴登才仁 强玛镇驻酿心村（4 村）工作

队副队长

央金拉姆 玛曲乡驻罗台村（3 村）工作

队副队长

罗布次仁 玛荣乡驻曲桑勒玛那欧村（4

村）工作队队长

边巴 岗尼乡驻色务机该村（1 村）

工作队队长

次仁央宗 滩堆乡驻隆嘎村（3 村）工作

队队长

旺杰 帮麦乡驻曲日下马村（4 村）

工作队队长

顿珠次仁 扎曲乡驻萨太尔村（2 村）工

作队队员

3.聂荣县（22名）

土旦 自治区文物局驻尼玛乡果龙

村（17村）工作队队长

辛晋斌 自治区文化厅驻查当乡格仓

村（1村）工作队队长

土多旺久 自治区党委党校驻索雄乡提

玛村（2村）工作队队长

姚修富 自治区体育局驻永曲乡索格

村（3村）工作队队长

吴华南 自治区体育局驻永曲乡阿玛

那促村（10村）工作队队长

田红波 市政府办公室驻白雄乡康切

村（11村）工作队队长

边巴卓玛 市食药局驻尼玛乡玛尔库村

（8村）工作队队员

萨吉 市民政局驻下曲乡娘玛村（2

村）工作队队长

洛桑旦达 中国人寿保险驻白雄乡别仓

村（4村）工作队队员

索朗达吉 市移动公司驻当木江乡贡墨

米村（13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群措 市 职 校 驻 索 雄 乡 拉 中 村（3

村）工作队队员

扎西曲培 县委宣传部驻当木江乡雪龙

村（2村）工作队队员

达瓦曲扎 县教育局驻色庆乡斜嘎村（11

村）工作队队长

德宗 县工青妇驻色庆乡措玛村（15

村）工作队队长

琼珍拉姆 县农牧局驻桑荣乡格日村（3

村）工作队队长

嘎桑扎西 县发展改革委驻桑荣乡加龙

村（4村）工作队队员

格桑措姆 聂荣镇驻查荣村（2 村）工作

队队员

拉巴卓玛 色庆乡驻木地村（3 村）工作

队队长

次仁玉珍 下曲乡驻白嘎村（5 村）工作

队队长

顿珠次仁 白雄乡驻康果村（9 村）工作

队队长

石塔加参 查当乡驻索康那加村（8 村）

工作队队员

索朗桑布 永曲乡驻康库村（1 村）工作

队队员

4.嘉黎县（20名）

扎西坚参 市委组织部驻麦地卡乡玛布

尔村（1村）工作队队长

白珍 市税务局驻夏玛乡多拉村（12

村）工作队队长

边巴次仁 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总站驻

措多乡古塘村（15村）工作队队长

李明 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总站驻

措多乡扎纳村（13村）工作队队长

米玛旺堆 市农牧局驻麦地卡乡推郭布

如村（15村）工作队队长

周涛 县委组织部驻尼屋乡宁中岗

村（1村）工作队队长

索朗普尺 县发展改革委驻措多乡尼玛

隆村（14村）工作队队员

次仁旺姆 县广播电视中心驻嘉黎镇亚

庆村（5村）工作队队长

美多玉珍 阿扎镇驻斯定咔村（1 村）工

作队队员

央坚罗吉 阿扎镇驻扯仓村（9 村）工作

队队员

彭琼 嘉黎镇驻萨钦隆村（11 村）工

作队队长

达瓦措姆 鸽群乡驻口嘎改村（2 村）工

作队队长

卓玛 夏玛乡驻门塘库村（1 村）工

作队队员

次旺多吉 夏玛乡驻夏玛村（2 村）工作

队队长

索南热丹 绒多乡驻秋赤库村（1 村）工

作队队长

普布旦增 绒多乡驻叶隆村（5 村）工作

队队长

土旦贡布 藏比乡驻那查村（2 村）工作

队副队长

仁青多吉 林堤乡驻恰查村（1 村）工作

队副队长

桑白顿珠 麦地卡乡驻亚查村（20 村）工

作队队长

宗确 麦地卡乡驻错乃村（3 村）工

作队队长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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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