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南县领导干部联系电话公示

类别（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县委领导

普建勇 县委书记 13888770885

陈 伟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 13987067756

胡世胜 县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 13887667911

娄 超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县

直机关工委书记
13887654336

杨仕丽 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13887627227

秦自荣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政府

党组成 员、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督 察长

13987065802

冉永富
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县长
13887668238

刘选良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13887684746

罗永能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13577614981

孙学前
县委常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县委

统战部部长
18088287778

李 辉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 17787619121

张海翔 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13917376078

县人大常委

会领导

钱 虎 党组书记、主任 13887633111

梁 忠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15126701918

娄爱华 副主任 13887653699

余邦发 党组成员、副主任 13769618898

杨有龙 党组成员、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18908767679

县政府领导

陈 伟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 13987067756

冉永富
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县长
13887668238

秦自荣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政府

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督察长

13987065802

张海翔 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13917376078

卢 益 党组成员、副县长 13887529191

沈 斌 党组成员、副县长 13887635798

丁视启 党组成员、副县长 13887516767

农嵋麟 党组成员、副县长 14769630001

李 思 副县长 13764681691

县政协领导

李贵洪 党组书记、主席 13887662978

孙学前
县委常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县委

统战部部长
18088287778

陶 飞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13887613699

陆俊江 副主席 18087698606

李翠莉 副主席 13577651367

陆令兮 县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合会主席 18087663539



县委办公室

娄 超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 县

直机关工委书记
13887654336

王 松 常务副主任 15008823833

田芳芳 副主任 18008765986

黄杨飞
县委办副主任、县委机要和保密局局

长、县档案局局长
18088287758

杨禄泰 副主任 18087692573

宋安刚 督查专员 18387607736

方廉义
县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13887695665

黄 祥 县档案馆馆长 18087695801

县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

王怀彬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5008839588

蒋福波 办公室副主任 18087667959

田永梅 办公室副主任 14769257167

县政府办公

室

钟 海 主任 18787602888

陆佳丽 副主任 18183681706

王子清 副主任 18008765565

陆显壑 副主任 18087626759

谭超飞 督查专员 18087695812

杨兴芳 督查专员 18087693893

县政协办公

室

廖占富 县政协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3887632997

石青鹏 办公室副主任 18087602088

王永恒 办公室副主任 18183768601

县纪委县监

委

刘选良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13887684746

张祥文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13887513292

吴 勇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18987604859

秦 锐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13769621188

颜世海 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 18087692596

农 奔 县纪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18087695808

县委组织部

罗永能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13577614981

邓 明
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

组书记、局长
13887662778

杨有文
副部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

主任
15126728925

王 鸿 副部长，县委老干部局局长 18183768636

徐丽芳
县委基层党建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

任
18183768309

县委宣传部

杨仕丽 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13887627227

杨秀芬 常务副部长、县政府新闻办公室 主任 18087663589

冯永胜 副部长 15769838845

古宗尹 县政府新闻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15394991098

叶洪梅 县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18087695981

县委统战部 孙学前 县委常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 县委 18088287778



统战部部长

罗金洲 常务副部长 13769621368

陆炳辉 副部长，县民宗局局长 13577665518

杜金泽 副部长，县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13688725068

赵云龙
副部长，县工商联合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席（副会长）
13688725556

县委政法委
秦自荣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政府

党组成 员、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督 察长

13987065802

黄华伟 副书记 18008765418

县委政策研

究室

王敏智 副主任 15912353535

陈 果 副主任 18708762829

县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

公室

杨有文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
15126728925

侬星艳 副主任 15198647222

县委县直机

关工作委员

会

娄 超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县

直机关工委书记
13887654336

张仁娟 常务副书记 18088287709

罗方权 副书记 13577618234

县委巡察办

颜世海 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 18087692596

王翠兰 县委巡察办副主任 13887663019

周建仁 县委巡察办副主任 18088287793

县委党史研

究和地方志

办公室

兰天明 主任 13404948688

熊玉林 副主任 13887546911

曾正文 副主任 18183769668

县委党校

胡世胜 县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 13887667911

陆 娟 常务副校长 18087616739

陆艳萍 副校长 18087652037

县融媒体中

心

刘桂扬 主任 15398764358

卢永成 副主任 18087693862

陆佳雄 副主任 18087692737

县发展和改

革局

黄永锐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32929

王崇建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08761046

苏蕾梅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5817

古国航
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 导小

组专职副主任
13577666616

县工信商务

局

张芳艳
局长，县无线电管理办公室主任、 县

中小企业局局长
13769605902

胡 瑞 党委书记、副局长 13887851908

和鑫平 党委委员、副局长 13508766938

张爱萍 副局长 15025237777

县教育体育

局
李玖富

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 党

组书记、局长
18987614766



朱 伟
县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县教育体

育局党组成员
15288638988

李子冲
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县教育体育局 党

组成员、副局长
13320462399

梁诗伟

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县教育体育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团县委副书记（兼

职）

18887698828

王玉鹍
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县教育体育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
18008765909

县民族宗教

局

陆炳辉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局长 13577665518

蔡国坤 副局长 13769635824

何文成 副局长 13887613536

袁声琳 副局长 13887645499

县公安局

秦自荣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政府

党组成 员、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督 察长

13987065802

吴刚发 党委委员、副书记、政治委员 19808760666

师 跃 副局长 13887663520

常家山 党委委员、副局长 13887644547

王天洪 党委委员、副局长 15198738586

廖云渝 党委委员、副局长 13887601689

史加权 党委委员、副局长 13887645129

梁树云 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15891911511

戴义斌 指挥中心主任 13688736466

县民政局

刘巍巍 局长 13887628256

黄跃权 党组书记 18183768297

唐福坤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008839788

李在平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08765883

张能坤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45029

县司法局

季 波 党组书记、局长 18183768677

付如秀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32877

农恩培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546825

王 伟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08769532

吴 俊 副局长 18008769532

县财政局

徐 专

党组书记、局长，县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局局长，县人民政府金融

办公室主任

13577665366

陆森怀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507326

罗迎春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126741192

尹代传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95222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邓 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 社

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13887662778

黄义富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126825530



韦 红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987663451

杜 玺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2626

钟 旭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5212

骆 梅 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18087680161

刘 坤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局长 13577686021

何 佩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 19987604911

县自然资源

局

张树平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08768568

龙选娇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3688852

古 凯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67729

王建祥 副局长 18908761186

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蒋福刚
党组书记、局长，县人民防空办 公室

主任
13404949538

刘 锴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97196

王永奎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334473111

徐国鑫 副局长 18183768648

周礼婵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5617

县交通运输

局

殷 铭 党组书记、局长 18087682858

李 豪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74837

邓学敏
副局长、旧莫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挂

职二年）
18183769798

陆定昌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769618068

田实林 副局长 17787650325

县农业农村

和科学技术

局

雷启俊 党组书记、局长，县畜牧兽医局局长 18908761177

郑传德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688742089

刘海民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577684829

李永恒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577619168

黄杰芬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97488

县水务局

朱云松 党组书记、局长 13887513009

罗先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67939

陆荣胜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70818

张 美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3966

彭 林 副局长 13887696108

县文化和旅

游局

农 娟 党组书记、局长 13887662229

农 瑾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5399

刘正祥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08768788

安康志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7655256

张孝立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577617319

县卫生健康

局

李 俊
党委书记、局长，县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 县防治艾滋病局局长
18088287787

廖 恺 党委委员、副局长 15288601619

李 昌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183761896

王艳红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087680168

县退役军人 张成杰 党组书记、局长 13308768387



事务局 杨 鹏 副局长 18087692696

向建洪 副局长 13577665433

王瑾瑜 副局长 15126706104

县应急管理

局

赵 鉴 党委书记、局长 18087695699

王 震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087668769

张 麟 副局长 13308768674

陆 颖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087699636

王廷战 党委委员、副局长 15906975507

县审计局

梁振波 党组书记、局长 18908769705

魏仕林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398317925

卢 隼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577651128

朱安金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99701

农玲波 副局长 15126832789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张 萍 党委书记、局长 13887633228

戚平宝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087650320

杨 镇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987609985

龚玉弘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987629688

袁秀荣 副局长 18087642030

县林业和草

原局

陈锡树 党组书记、局长 13577651125

陆茂昌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01588

高 丽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769856016

赵太东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3681212

杨有文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3680144

县统计局

魏 瑶 党组书记、局长 18087692560

蒙炳阳 党组成员、副局长 17387608198

黄先懿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43631

县乡村振兴

局

李 颖 党组书记、局长 18087692666

陆明江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8287773

张明磊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13018

李文俊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851928

梁 笛 副局长 18087675385

县信访局

马群体 党组书记、局长 18908762628

陆贤轶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688726887

蒋正凤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3768311

王 勇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577684177

县医疗保障

局

张洪江 党组书记、局长 18183681259

黎占鹏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628621

陆安兰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087693869

王 勇 副局长 18087695219

县城乡管理

综合执法局

陆跃洪 党组书记、局长 18087692608

黎 勋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08768556

张 劢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3686977

王秀娟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183769685



晏明宇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812296007

县政务服务

管理局

李莹峰
党组书记、局长，县行政审批局局长，

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局长
13658763389

谢正文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126885899

李云芬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87603500

马 敏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87609265

王明坤 副局长 15288606325

县人民政府

研究室
农臣庄 主任 13769649058

县投资促进

局

杨 洁 局长 13308765358

陆兴甫 副局长 18088289890

古 瑜 副局长 18388656698

县乡村数据

和防返贫监

测中心

谷保秋 主任 13769635672

县搬迁安置

办公室

龚雪锋 党组书记、主任 18183681766

方 琴

党组成员、副主任，南屏镇人民政府

副

镇长（挂职）

18088289875

县机关事务

管理局

冯光富 局长 18087695296

董秋杉 副局长 18987604066

梁启富 副局长 18183688165

县地震局 王 智 局长 18187606362

县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

陈国华 主任 18087693899

陆安德 副主任 13688720945

郑维森 副主任 13577619273

王高才 监事会主任 18087689993

县机场筹建

处

刘 俊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广南机场筹

建处常务副处长
13987066233

李黄光 副处长 18087693876

王传国 副处长 18008765971

罗元正 副处长 18183680942

农特产品加

工和商贸物

流园区管理

委员会

王 春 副主任 13577665544

田实满 副主任 13577618942

石山农场社

区管理委员

会

杨 飞 主任 13628768099

堂上农场管

理区管理委

员会

杨国民 主任 13688720253

农永清 副主任 15987685936

县人民政府 陶 飞 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13887613699



土地房屋征

收安置办公

室

李家文 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 13887662625

八宝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

护局

李应文 局长 13887666671

王佩仁 副局长 18183680978

县人民法院

张炳兴 党组书记、院长 13577649524

张 彪 党组成员、副院长 15187604520

鲁智娟 党组成员、副院长 18087678046

县人民检察

院

王 松 党组书记、检察长 13887632586

袁劲松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18088283887

杨国才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13887844868

蒋春梅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18088283805

县消防救援

大队

罗乐雄 代职副大队长 13688722500

杨仕忠 代职副教导员 13404939119

刘 飞 助理工程师（负责办公室工作） 13508767531

县人民武装

部

李 辉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党委书记、政治

委员
17787619121

董富平 党委副书记、部长 13976898502

王 飞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部长 13887697682

县税务局

段开文 党委书记、局长 13887661176

韦祖军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987603599

陈 裕 党委委员、副局长 18987602166

陆晓迅 党委委员、副局长 13887674895

王远相 党委委员、副局长 13688734388

何启悦 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13887655203

州生态环境

局广南分局

王登远 党组书记、局长 18908769728

黄建平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908766588

黄秋荣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546258

雷廷艳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887845590

梁大伟 党组成员、督察员 13769627569

县气象局

张自旭 副局长（主持工作） 15126765363

韦 蔚 副局长 15987663273

农兴杰 纪检监察员 13887613670

王兴刚 气象台长 15812264220

广南公路路

政管理大队

周明祥 教导员 18908769642

张永俊 大队长 13887633256

县道路运输

管理局

周尉鸿 局长 15025228999

刘海龙 副局长 15987541959

广南公路分

局

陆 艳 党总支书记 13887512088

蔡宗能 局长 13577603177

陈 玲 纪检组长 13887662499

常 浩 副局长 13769626879



唐振江 副局长 18206710002

国家统计局

广南调查队

韦 伟 队长 18987622923

杨仕爱 纪检员 18787605232

莲城镇

何映春 党委书记 13887546158

邓永恒 党委副书记、镇长 13577617946

李富艳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848720099

杨焰清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8183681756

杨 帆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3887695210

张坚燕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087645233

杨润刚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126855608

黎家和 副镇长 15025237999

袁正勇 副镇长 18183682579

骆礼鑫 副镇长、莲城派出所所长 13658763268

李启友 副镇长、莲峰派出所所长 15906975143

汤 睿 副镇长、南秀派出所所长 15126954613

林云英 副镇长（挂职） 15758867629

李媛媛 副镇长（挂职） 18788149330

赵雪霏 副镇长（挂职） 18082964809

旧莫乡

刘 朕 党委书记 19169389668

刘 俊 党委副书记、副乡长、代理乡长 17787617527

张金黎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183688851

黄配丽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5025292642

宿海丹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987646857

罗立高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旧

莫乡监察室主任
18088282119

农佳辉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183680206

李永跃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7787517956

戴志昌 副乡长 13887674833

卢莎莎 副乡长 18087647819

魏凡强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3987064990

邓学敏 副乡长（挂职） 18183769798

李宇夫 副乡长（挂职） 18813298894

董堡乡

陆俊宇 党委书记 18088287755

杨兰芬 党委副书记、乡长 15187191716

秦 辽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5008845400

邓照永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3320466169

谭 伟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183768689

梁光丽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5198648966

姚传伦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087698706

黄金磊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董

堡乡监察室主任
18087658051

范云婷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8314572903

张 润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3887606057



黄泽东 副乡长 18187632413

周流健 副乡长 18787002169

黄富杰 副乡长 18177836286

杨柳井乡

矣焱阳 党委书记 13887645118

马裕盛 党委副书记、乡长 15288666818

岳清胜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108762198

李 永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5331429515

周 勇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3887653366

蒙登国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杨

柳井乡监察室主任
15126710241

郭 敦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4787716387

李文燕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008762443

蒙远飞 党委委员、副乡长 13887622240

何光楠 副乡长 18848706995

姚奇洪 副乡长 18087608968

王智颖 副乡长（挂职） 17787607504

牟成江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5891918001

板蚌乡

郭子晟 党委书记 18087695986

祝金花 党委副书记、乡长 18287663980

李云松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087659655

马忠恒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8087631077

赵 林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板

蚌乡监察室主任
15587208731

黄 勇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183769000

王廷勇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089072480

胡能华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087693890

王应娇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5287155229

胡忠汉 副乡长 15198930062

余丛思 副乡长 15812016061

马永克 副乡长（挂职） 18183680944

八宝镇

张远标 党委书记 18087649633

朱 才 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代理镇长 17708761863

杨成龙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人选 18087663520

宋传林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5187662240

19108762050

陈文俊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八

宝镇监察室主任
13908762006

孙发能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788518995

邓志康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288635688

周建芬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5394986452

陆远明 副镇长 13769608869

王金令 副镇长 15398307473

谢宏钢 副镇长、派出所所长 15906974715



谈姝麟 副镇长（挂职） 15912318590

南屏镇

陆绍福 党委书记 15012175997

程坤钱 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代理镇长 18087692581

王 来 党委委员、副书记、政法委员 13887696011

郎朝伟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3658763528

王振权 党委委员、副镇长 17708763079

苏献仙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南

屏镇监察室主任
15126723055

农学玲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3629654123

李 玲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183688836

戴中华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3688728791

张芳源 副镇长 15108816757

魏应阳 副镇长 15769832365

刘 林 副镇长、派出所所长 13769621068

方 琴 副镇长（挂职） 18088289875

黑支果乡

陆宣奇 党委书记 18987629869

曾 翔 党委副书记、乡长 13577665045

韩明友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08768303

侯开祥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8087693182

邹应奇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8087672716

李力维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108763518

邓荣钟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黑

支果乡监察室主任
15398301803

农必福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206770325

余仲良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187661993

陆 川 副乡长 18708731992

黄开国 副乡长 13887512576

蒋金波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5987664790

熊兴陈 副乡长（挂职） 18008765350

曙光乡

蔡厚武 党委书记 18087689833

冯杉杉 党委副书记、乡长 18187606398

何 敏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088284838

黄永华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曙

光乡监察室主任
18087685138

付 菊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5877982473

麻艳团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5288627626

卢祖鹏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887601979

杨祥斌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4787719863

何仕堂 副乡长 13887843979

李 根 副乡长 13404916945

曾 飞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5198620736

晏凌晋 副乡长（挂职） 15812263315

珠街镇 季银银 党委书记 13887606234



廖 凡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3688727066

王路明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087692576

卢高金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珠

街镇监察室主任
13577028546

郭世儒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314497310

赵安能 党委委员、副镇长 13769635656

李兴美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3887671640

王 铠 副镇长 18187603709

黎德功 副镇长 15187175008

王 健 副镇长、派出所所长 15912378049

李方仁 副镇长（挂职） 15987690879

篆角乡

王春锋 党委书记 13577618158

张教能 党委副书记、乡长 18087601988

查应刚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8213516500

王 旭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087623890

张志东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5288690929

喻正龙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篆

角乡监察室主任
19987600709

黄智杰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087684271

杨 霞 副乡长 19908764536

王 艳 副乡长 15812262919

高尚文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3769606196

李 俊 副乡长（挂职） 13769629480

那洒镇

骆明磊 党委书记 15187155051

文远旭 党委副书记、镇长 18387699489

王 骏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7387669752

李 晗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3887693894

张 鹏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那

洒镇监察室主任
18087644530

权盛永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887655952

肖 枝 党委委员、副镇长 18183688861

刘苏瑶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187623259

谭洪兵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5288645240

张朝清 副镇长 18987648999

付洪奎 副镇长 15025280795

罗永权 副镇长 13404936732

刘海飞 副镇长（挂职） 13628769359

五珠乡

程方龙 党委书记 13769622721

陈 文 党委副书记、乡长 18987615005

刘 锐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388606117

李廷发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人选 18287674566

郑继鹏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3688734777

夏世娇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5912350343



杨兴蕾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五

珠乡监察室主任
18987606823

杨继夕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087698608

梁正进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4787892855

何保明 副乡长 13577651293

刁乾倨 副乡长 18087676087

丁现应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5368762359

吴红兵 副乡长（挂职） 13628764028

珠琳镇

严正坤 党委书记 18088287771

李建萍 党委副书记、镇长 14787630289

陆安怀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8088281200

张帮敏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8183763501

李才升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珠

琳镇监察室主任
17308858345

刘贵程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287640808

施起勇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187186769

刘 忠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087682841

邓林波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8288437525

张奇普 副镇长 18987624803

杨思长 副镇长 13887505738

黄光耀 副镇长（挂职） 18287603070

者兔乡

刘 玚 党委书记 18987649325

雷 磊 党委副书记、副乡长、代理乡长 15126764288

董文林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3887502699

刘 传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183681788

韦 骞 党委委员、副乡长 17787427077

王恩锋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088287971

黄江雄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者

兔乡监察室主任
18308760100

朱虹余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8313363487

陆仕海 副乡长 15987661587

陆 敬 副乡长 17708769587

陆志凯 副乡长（挂职） 15126780708

农 骏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5906975143

者太乡

陆 江 党委书记 15126950480

盘 贤 党委委员、副书记、乡长 18987603289

陆立忠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3508768720

鲁国文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者

太乡监察室主任
18287695773

陆 刚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5108812518

王文华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9989963803

周阳张强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313231842

马荣瑞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8987648010



韦凤莲 副乡长 19806961719

龚文泰 副乡长 15758845998

朱云学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5008837490

庞廷文 副乡长（挂职） 15198778634

底圩乡

朱永亮 党委副书记、乡长 18008768641

罗文山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5288639008

陆光著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8187635979

卢永彪 党委委员、副乡长 18087667995

李保祥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底

圩乡监察室主任
18087631229

韦忠光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8087664520

卢明勇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708762091

刘安芮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13887668853

江家正 副乡长 13769612412

李春辉 副乡长 13887843980

陆建凯 副乡长、派出所所长 13887545905

殷 浩 副乡长（挂职） 15912338808

坝美镇

张秀娟 党委书记 13887659195

黄有元 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代理镇长 13887627705

陈 聪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3508761409

刘晓龙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8008765068

陈 林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坝

美镇监察室主任
18183685279

季富文 党委委员、镇武装部长 18087675386

李跃帮 党委委员、副镇长 18183768350

马玉婷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13508763457

刘荣祥 副镇长 18388677667

秦孔恩 副镇长 18087612286

杨安贵 副镇长、坝美派出所所长 18287630828

王大成 副镇长、八达派出所所长 13577691717

刘 再 副镇长（挂职） 15126749454

刘 伟 副镇长（挂职） 18382321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