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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萨市（25名）

格桑卓嘎 城关区纳金街道塔玛村党委第一书记

旦增卓嘎 城关区八廓街道夏萨苏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边巴扎西 城关区两岛街道仙足岛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琼达 城关区公德林街道拉鲁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平措扎西 堆龙德庆区东嘎镇东嘎村党委第一书记

阿努 堆龙德庆区羊达乡通嘎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多吉旺堆 堆龙德庆区德庆乡邱桑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旦增 堆龙德庆区马乡措麦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巴珠 达孜区德庆镇白纳村党委第一书记

益西群培 达孜区唐嘎乡罗普村党委第一书记

巴桑次仁 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党委第一书记

单增晋美 曲水县聂当乡热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杨玉伟 墨竹工卡县扎雪乡格老窝村党委第一书记

扎西央金 林周县江热夏乡拉顶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仁青 林周县唐古乡藏雄村党委第一书记

罗桑 尼木县塔荣镇林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何洋 尼木县尼木乡普巴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格来 尼木县吞巴乡吞普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赵伟 尼木县麻江乡朗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格桑尼玛 尼木县续迈乡河东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扎西 尼木县卡如乡卡如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次旺旺扎 当雄县羊八井镇桑巴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晋多 当雄县龙仁乡郭庆村党委第一书记

丁正策 当雄县公塘乡巴嘎当村党委第一书记

格列 空港新区甲竹林镇甲竹林居委会党总支第

一书记

二、日喀则市（123名）

屯珠措姆 桑珠孜区甲措雄乡桑阿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冯赟 桑珠孜区甲措雄乡上强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孙伟东 桑珠孜区甲措雄乡占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巴欧珠 桑珠孜区甲措雄乡奴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宝琳 桑珠孜区聂日雄乡帕冲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汪记成 桑珠孜区聂日雄乡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措姆 桑珠孜区边雄乡塔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巴顿珠 桑珠孜区边雄乡普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卓嘎 桑珠孜区曲布雄乡普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旺热杰 桑珠孜区曲布雄乡查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洛桑扎西 桑珠孜区曲布雄乡班久伦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贡桑朗杰 桑珠孜区曲美乡边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卫红 桑珠孜区曲美乡加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旺堆 桑珠孜区曲美乡拉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石庆能 桑珠孜区东嘎乡达龙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旺杰 桑珠孜区东嘎乡唐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片 桑珠孜区纳尔乡巴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姆卓嘎 桑珠孜区纳尔乡帕冲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娃潘多 桑珠孜区联乡拉孜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艳玲 桑珠孜区联乡达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桑次仁 桑珠孜区年木乡吉木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增罗布 桑珠孜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卡热社区党支部

第一书记

索朗旦增 桑珠孜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岗多社区党支部

第一书记

刘文娟 江孜县江孜镇宗堆居委会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旦多吉 江孜县江孜镇东郊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扎西平措 江孜县卡堆乡嘎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巴普赤 江孜县卡堆乡年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增欧珠 江孜县金嘎乡拉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瓦顿珠 江孜县金嘎乡拉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厚西 江孜县紫金乡紫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坚参 江孜县紫金乡努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张传伟 江孜县车仁乡玉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德吉 江孜县车仁乡伦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仓木拉 江孜县热索乡孜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罗 江孜县江热乡班觉伦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姚廷均 江孜县纳如乡仲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洛桑曲珍 江孜县卡麦乡塘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桑普赤 白朗县嘎东镇阿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加央拉姆 白朗县嘎东镇亚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琼吉 白朗县嘎东镇吉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扬军 白朗县洛江镇唐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玉珍 白朗县洛江镇彭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瓦仓拉 白朗县洛江镇恰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曲珍 白朗县东喜乡普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欧珠 白朗县东喜乡曲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索朗 白朗县巴扎乡恰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珍拉 白朗县巴扎乡拉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得川 白朗县巴扎乡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普尺 白朗县杜琼乡差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穷达 白朗县杜琼乡来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增 白朗县者下乡热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贵 白朗县玛乡门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珠多布杰 白朗县曲奴乡萨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晋美朗杰 白朗县嘎普乡玛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姆次仁 亚东县下司马镇珠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旺 亚东县上亚东乡汝丙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顿珠 亚东县上亚东乡岗古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旷 鹏 亚东县下亚东乡仁青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德吉 亚东县堆纳乡堆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桑罗布 聂拉木县琐作乡查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晋美罗布 拉孜县扎西岗乡若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群培 拉孜县扎西岗乡吉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桑 拉孜县热萨乡宗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布占堆 拉孜县扎西宗乡扎西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顿珠 拉孜县彭措林乡谢曲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罗布 昂仁县桑桑镇亚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旺堆 昂仁县桑桑镇贡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次仁 昂仁县宁果乡萨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洛桑旦增 昂仁县宁果乡门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桑次仁 昂仁县阿木雄乡欧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珍 昂仁县措迈乡地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瓦平措 昂仁县贡久布乡孜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朗加 昂仁县雄巴乡杂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片多 昂仁县如萨乡路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仁增 定日县协格尔镇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旦 定日县协格尔镇恰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孙超 定日县扎西宗乡巴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罗布 定日县扎西宗乡岗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顿珠 定日县扎西宗乡班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久美 定日县克玛乡帮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晋美塔杰 定日县克玛乡西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卓玛 定日县措果乡野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德吉措姆 定日县盆吉乡盆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志君 南木林县艾玛乡龙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旺堆 南木林县艾玛乡柳果党总支第一书记

顿多 南木林县艾玛乡松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中普欧珠 南木林县达那乡唐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巴琼达 南木林县索金乡桑木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西落 萨迦县萨迦镇夏尔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希望 萨迦县吉定镇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米玛片多 萨迦县拉洛乡章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平措 萨迦县拉洛乡秋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巴曲扎 萨迦县麻布加乡帕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拉姆 萨迦县木拉乡查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安军喜 萨迦县扯休乡生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扎西 萨迦县雄玛乡申格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其美拉宗 萨迦县查荣乡贡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娃 谢通门县达那普乡查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桑珠群培 谢通门县达那普乡布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珍拉 谢通门县查布乡美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扎 谢通门县查布乡乃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旺 谢通门县达木夏乡朗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多珍 谢通门县列巴乡多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旺 谢通门县仁钦则乡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加布 定结县江嘎镇荣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旺次仁 定结县郭加乡切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龙国新 仁布县康雄乡年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乔鹏 仁布县查巴乡贡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竞 仁布县然巴乡嘎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罗 萨嘎县昌果乡亚卡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普尺 康马县南尼乡楚嘎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普塔尔杰 康马县雄章乡青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美朵 吉隆县宗嘎镇宗嘎居委会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措赤 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曲培 仲巴县偏吉乡南木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色庆尼玛 仲巴县偏吉乡多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宗央吉 仲巴县吉拉乡夏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布次塔 仲巴县帕江乡如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布顿珠 仲巴县霍尔巴乡贵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南加曲珍 仲巴县隆嘎尔乡只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平措 仲巴县仁多乡果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普布 仲巴县吉玛乡美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普布扎西 仲巴县亚热乡革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三、山南市（52名）

曹清 乃东区昌珠镇卡多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卓玛 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索朗德吉 乃东区颇章乡达当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刘晓磊 乃东区颇章乡夏果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次仁旺姆 乃东区结巴乡滴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祁庆祥 乃东区亚堆乡才朋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罗斯斯 乃东区亚堆乡日苏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旦增旺久 乃东区索珠乡丁拉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强巴多吉 乃东区索珠乡支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果果 琼结县琼结镇东嘎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嘎玛顿珠 琼结县拉玉乡日玛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益西措姆 琼结县加麻乡扎西村党委第一书记

洛桑次仁 琼结县下水乡久河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尼珍 扎囊县扎唐镇强巴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伦珠 扎囊县桑耶镇松卡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拉巴次仁 扎囊县吉汝乡格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仁增多杰 扎囊县吉汝乡卓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布琼 扎囊县吉汝乡卓玉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普珍 扎囊县扎其乡瓦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付强 扎囊县阿扎乡江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成贡布 贡嘎县吉雄镇吉雄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普布次仁 贡嘎县杰德秀镇杰德秀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桑珠 贡嘎县昌果乡普夏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次仁多吉 贡嘎县克西乡克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桑珠 浪卡子县打隆镇曲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强巴次仁 浪卡子县打隆镇堆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布琼次仁 浪卡子县卡龙乡加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杰琼罗布 浪卡子县卡龙乡东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庆 浪卡子县多却乡夏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亚彬 浪卡子县多却乡特布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次仁 浪卡子县阿扎乡亚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韩碧薇 洛扎县洛扎镇贡祖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卫色卓玛 洛扎县色乡曲西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吾金龙多 措美县哲古镇哲古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白玛旦增 错那县觉拉乡觉拉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益西次仁 错那县曲卓木乡郭梅村党委第一书记

仁增平措 错那县库局乡库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顿玉 隆子县列麦乡西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达娃 曲松县曲松镇琼嘎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旦增 曲松县罗布沙镇朱麦沙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普布次仁 曲松县邱多江乡江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阿旺扎西 曲松县邱多江乡玛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卓玛 加查县安绕镇索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欧珠 加查县安绕镇惹米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其米拉宗 加查县加查镇热麦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邓承宇 加查县洛林乡门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嘎玛钻珠 加查县崔久乡崔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安民 加查县坝乡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卓玛拉姆 桑日县桑日镇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桑卓玛 桑日县桑日镇雪巴村党委第一书记

旦扎 桑日县绒乡多那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崔真 桑日县绒乡达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四、林芝市（48名）

平措卓玛 巴宜区八一镇唐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顿珠 巴宜区鲁朗镇东巴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旭 巴宜区百巴镇折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波 巴宜区米瑞乡色果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米玛次仁 巴宜区米瑞乡姆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旺久 巴宜区布久乡麦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任允良 巴宜区布久乡朵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扎西 米林县卧龙镇本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方平 米林县里龙乡甲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罗布 米林县南伊乡才召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拥珠 米林县羌纳乡西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江华 米林县扎绕乡雪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央珍 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宾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亮 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拉果旁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索旺 工布江达县金达镇多其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西绕卓玛 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德吉玉珍 工布江达县加兴乡加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 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唐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玛次仁 工布江达县仲莎乡结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列 工布江达县错高乡结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桑次旦 工布江达县朱拉乡崩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旺秋 波密县扎木镇卡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那旺堆 波密县易贡乡沙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松松 波密县易贡乡江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明军 波密县古乡嘎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旺姆 波密县扎木娘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刘益铭 朗县朗镇巴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布次仁 朗县仲达镇达贵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曲吉 朗县拉多乡巴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志伟 朗县拉多乡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曦 朗县金东乡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巴群培 朗县金东乡来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宗亚斌 朗县登木乡左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邓小伟 察隅县竹瓦根镇雄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欧珠 察隅县竹瓦根镇学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娃拉姆 察隅县上察隅镇竹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靓 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平措旺堆 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罗布 察隅县下察隅镇京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米玛桑珠 察隅县下察隅镇卡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文明 察隅县下察隅镇沙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朱传华 察隅县察瓦龙乡左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文斌 察隅县察瓦龙乡前中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增尼玛 察隅县察瓦龙乡岗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洁 墨脱县墨脱镇玛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高荣 墨脱县背崩乡地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永松 墨脱县达木乡达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雷顺平 墨脱县帮辛乡岗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五、昌都市（100名）

格桑措姆 卡若区城关镇白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斯朗扎巴 卡若区城关镇达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贡嘎赤林 卡若区卡若镇达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占堆 卡若区卡若镇达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嘎铁次仁 卡若区俄洛镇约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高绥宏 卡若区约巴乡拉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丹增群培 卡若区妥坝乡杂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杨向阳 卡若区如意乡桑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郎拉姆 卡若区拉多乡康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付贵 卡若区埃西乡蒙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柯珠西热 卡若区沙贡乡果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吉美多吉 卡若区若巴乡卡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 卡若区芒达乡左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巴多吉 卡若区日通乡果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俊祥 卡若区柴维乡嘎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西热旺久 卡若区面达乡冷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顿珠次仁 卡若区嘎玛乡瓦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马国栋 江达县江达镇嘎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罗康 江达县波罗乡宁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加永江措 江达县波罗乡波公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贡觉次仁 江达县字嘎乡上格日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多吉旺久 江达县生达乡宁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达娃 江达县邓柯乡沙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强巴赤列 江达县德登乡门莫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贡秋达吉 江达县青泥洞乡巴纳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达瓦拉贵 贡觉县莫洛镇果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雷晓航 贡觉县莫洛镇扎西居委会党支部第一书记

简华艺 贡觉县莫洛镇泽仁本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卓嘎 贡觉县拉妥乡塔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曾邵华 贡觉县拉妥乡达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四郎旦真 贡觉县拉妥乡罗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田新新 贡觉县阿旺乡冬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洋锐 贡觉县阿旺乡通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加措 贡觉县阿旺乡多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晓新 贡觉县哈加乡普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加央卓玛 贡觉县相皮乡相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衍武 贡觉县则巴乡卫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吾金旦增 贡觉县雄松乡夏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诚 贡觉县敏都乡瓦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季立志 察雅县吉塘镇色热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小泉 察雅县烟多镇察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皮继坤 察雅县卡贡乡宾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久邓 察雅县卡贡乡村帮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淳 察雅县卡贡乡邓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向秋美朗 察雅县宗沙乡拉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江本洛追 察雅县阿孜乡珠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阿旺扎西 察雅县察拉乡夏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土登斯巴 察雅县肯通乡堆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加永仁青 察雅县新卡乡乃帕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江措 芒康县嘎托镇加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果凡龙 芒康县如美镇竹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平 芒康县纳西乡纳西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昂巴邓 芒康县昂多乡吉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欧珠 芒康县木许乡阿东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冉程文 左贡县旺达镇乌雅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桑吉登增 左贡县旺达镇木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曲培 左贡县扎玉镇瓦巴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登增旺堆 左贡县田妥镇亚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加勇尼玛 左贡县田妥镇田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段黎明 左贡县仁果乡若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巴桑次仁 左贡县仁果乡仁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量 左贡县下林卡乡旭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吴庆国 左贡县碧土乡布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扎多吉 左贡县东坝乡加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王宏星 左贡县中林卡乡普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罗宗 八宿县白玛镇旺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群培 八宿县白玛镇珠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谭俊材 八宿县吉达乡仲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黄伟 八宿县吉达乡拉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曲 八宿县拥巴乡然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普布泽仁 八宿县拥巴乡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胡超 八宿县益青乡尼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加措 八宿县郭庆乡拥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家发 八宿县林卡乡孜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多吉 八宿县吉中乡毕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周看领 洛隆县马利镇瓦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登达 洛隆县孜托镇加日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钟涛 洛隆县达龙乡荣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良杰 边坝县边坝镇热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夏钟 边坝县草卡镇卓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桑杰 边坝县都瓦乡郭龙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卢光旭 边坝县金岭乡卡许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加永登增 边坝县马武乡粗卡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杰美 边坝县尼木乡尼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四郎次仁 边坝县加贡乡益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红兵 丁青县丁青镇布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桑旦 丁青县协雄乡朗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祁武 丁青县协雄乡夏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珠格 丁青县甘岩乡甘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永格 丁青县巴达乡邮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亚兵 丁青县色扎乡汝化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旦萨 丁青县嘎塔乡江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璐 类乌齐县类乌齐镇香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赵兵兵 类乌齐县桑多镇冬孜巷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

项行锋 类乌齐县卡玛多乡帮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普布次仁 类乌齐县吉多乡达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邓增拉达 类乌齐县伊日乡帮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起富洪 类乌齐县滨达乡滨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旺错 类乌齐县尚卡乡吉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尼玛 类乌齐县加桑卡乡孟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六、那曲市（23名）

刘文昕 巴青县拉西镇 25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拉姆卓玛 嘉黎县嘉黎镇阿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琼 嘉黎县嘉黎镇萨钦隆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扎西旺堆 嘉黎县阿扎镇斯定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瓦措姆 嘉黎县鸽群乡咔嘎改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旦增次仁 嘉黎县鸽群乡阿托库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土旦贡布 嘉黎县藏比乡那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宗确 嘉黎县麦地卡乡措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嘎桑罗布 嘉黎县麦地卡乡乌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尼朗拉措 嘉黎县林提乡央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玛扎西 嘉黎县措多乡党支部第一书记

徐洋洋 嘉黎县绒多乡曲桑朵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南热旦 嘉黎县绒多乡董罗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娃 索县荣布镇 1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洛永 索县荣布镇 11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彭嘉鑫 索县荣布镇 12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曲杰平措 索县嘎木乡翁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贡嘎扎巴 申扎县下过乡宗斯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遵追 双湖县多玛乡拉加鲁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晓畅 尼玛县曲巴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郎卓玛 尼玛县杭达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洛加仁青 尼玛县退雄加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达娃宗巴 尼玛县鲁玛俄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七、阿里地区（14名）

普琼 措勤县磁石乡刀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旺桑布 措勤县江让乡美朵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旺拉姆 改则县古姆乡岗如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边巴卓嘎 改则县改则镇日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扎西 改则县先遣乡那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普布扎西 改则县洞措乡洞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琼吉 改则县察布乡丁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阿旺平措 革吉县革吉镇那普居委会党支部第一书记

普琼 革吉县文布当桑乡罗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格桑多杰 噶尔县扎西岗乡鲁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次仁群培 噶尔县昆莎乡噶尔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焦云彪 日土县日松乡甲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卿红明 札达县托林镇波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白玛拉姆 普兰县普兰镇科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全区第二批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名单

（上接第一版）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

转变作风、投身基层、服务群众，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格桑卓嘎等

385 名同志“全区第二批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荣

誉称号。希望受表彰的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珍惜

荣誉、发扬成绩、开拓进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创佳绩、再

立新功。

自治区党委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第一书记要以受到表彰的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

记为榜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第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和加

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按照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和区

党委九届三次、四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标先进，以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创新奋进、担当作

为，切实履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职

责，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建功立

业，在促进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中当先锋作表率，把

农牧区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听党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展，

能致富、保稳定，遇事不糊涂、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坚强战斗

堡垒，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

园建设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为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于表彰全区第二批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