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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川委厅 !!"#$"%&号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指导市 #州$%联系
指导片区贫困县%联系指导 &五大经济区'
分工及省直部门 #单位$联系指导

片区贫困县分工的通知

各市 #州$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
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将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指导

市 #州$%联系指导片区贫困县%联系指导 &五大经济区'
分工及省直部门 #单位$联系指导片区贫困县分工予以印发*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年'月&日

#此件发至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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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指导市 #州$分工

姓!名 联系市 #州$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王东明

王铭晖
德阳市 省委办公厅(省直机关工委%省发展改革委

尹!力

陈!放
绵阳市 省政府办公厅(农业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柯尊平

刘道平
南充市

省政协办公厅(环境保护厅%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

邓小刚

刘作明

朱文祥

阿坝州
交通运输厅(武警四川总队%林业厅%审计
厅

王雁飞

彭!渝
乐山市 省纪委机关(省投资促进局%国网四川电力

范锐平

张雨东
成都市 成都市有关部门

王!宁

崔保华
资阳市 财政厅(省委编办%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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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联系市 #州$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曲木史哈

张作哈

邓!川

凉山州
省委农工委(教育厅%省核工业地质局%省
供销社

甘!霖

黄新初
广安市 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发展委%省质监局

邓!勇

唐!坚
宜宾市 省委政法委(省国资委%四川博览局

黄建发

李向志
广元市 省委组织部(科技厅%省扶贫移民局

李!静

罗布江村

高!凯

甘孜州
省委统战部(武警四川省总队%省民族宗教
委%国土资源厅

陈光志

翟占一
遂宁市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委政研室%水利厅

黄彦蓉

姜永申
攀枝花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军区%省地矿局

刘!捷 泸州市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检察院%省侨联

杨兴平

高!烽
内江市

省卫生计生委(省委台办%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

叶!壮

陈文华
雅安市 司法厅(省安全监管局%省外事侨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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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联系市 #州$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朱鹤新

赵振铣
眉山市 商务厅(省人防办%团省委

杨洪波

王正荣
巴中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地税局%省工商局

李登菊 自贡市 公安厅(文化厅%省总工会

王海萍 达州市 民政厅(省法院%省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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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指导片区贫困县分工

姓!名 贫困县 联系贫困村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王东明 仪陇县 日兴镇黎明村
新政镇安溪潮村

省委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邮
政公司%省人民医院%南充
职业技术学院

尹!力 北川县 坝底乡通坪村
省政府办公厅(国土资源厅%
农业厅%华西证券公司%绵
阳职业技术学院

柯尊平 阆中市 天林乡五龙村
西山乡岳林垭村

省政协办公厅(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西华师范大学%川航集
团公司%川北医学院附属医
院

邓小刚 马尔康市 党坝乡格尔威村 省统计局(西南交通大学%
省骨科医院

王雁飞 马边县 劳动乡柏香村

省纪委机关(国网四川电力%
四川管理职业学院%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四川发展 #控
股$公司

范锐平 红原县 邛溪镇玛萨村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西南民
族大学

王!宁 沐川县 新凡乡太和村
交通运输厅(省政府参事室%
省联通公司%乐山师范学院%
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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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贫困县 联系贫困村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曲木史哈 昭觉县

特布洛乡呷租克
哈村
洒拉地坡乡尔打
火村

省扶贫移民局(省委农工委%
省委保密办%人行成都分行%
西南医科大学%华能四川水
电有限公司%省交通投资集
团公司

甘!霖 前锋区 代市镇会龙村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四川
农业大学%四一六医院

邓!勇 屏山县 锦屏镇万涡村
省委办公厅(省国资委%三
峡总公司金沙江开发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黄建发 苍溪县 五龙镇三会村

省委组织部(中石化西南油
气分公司%大唐集团四川分
公司%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王铭晖 高坪区 青居镇烟山村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电
建成都院%民航飞行学院

李!静 康定市 瓦泽乡水桥村
省委统战部(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大唐国
际甘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陈光志 盐源县 巫木乡巫木河村
平川镇青天村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粮
食局%攀钢集团公司%雅砻
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成都
中医药大学%成都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省电信公司

黄彦蓉 雷波县 马湖乡唐家山村
马湖乡大杉坪村

教育厅(省体育局%三峡总
公司金沙江开发公司%四川
农业大学%宜宾职业技术学
院%成飞医院%中国成达工
程有限公司%西南电力设计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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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贫困县 联系贫困村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黄新初 岳池县 白庙镇郑家村 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四川证
监局%四川大学

彭!渝 高!县 落润乡振武村 省国税局(水利厅%成都理
工大学%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刘道平 嘉陵区 石楼乡袁家店村
省直机关工委(西华大学%
省移动公司%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院

李向志 利州区 白朝乡观音村
商务厅(农发行四川省分行%
中科院成都分院%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

刘作明 黑水县 麻窝乡木日窝村
省知识产权局(四川出版集
团%中国水电集团四川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

刘!捷 叙永县 水尾镇西溪村 文化厅(四川警察学院%四
川中烟工业公司

杨兴平 达川区 龙会乡花石岩村

致公党四川省委(省政务服
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人
保财险四川省分公司%成都
体育学院

叶!壮 丹巴县 巴底镇沈足二村

国土资源厅(国电大渡河流
域水电开发公司%四川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市第六
人民医院

朱鹤新 兴文县 共乐镇毛村
古宋镇范家村

开发行四川省分行(五粮液
集团公司%川南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杨洪波 恩阳区 柳林镇桅杆垭村
观音井镇万寿村

省委农工委(中铁二院%中
测院%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张作哈 普格县
五道箐乡洛果村
特补乡特补乃吾
村

省烟草专卖局(省卫生计生
委%神华四川能源公司%省
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四川师
范大学%解放军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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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贫困县 联系贫困村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李登菊 合江县 榕山镇回洞桥村
省总工会(省委编办%西南
医科大学%泸州老窖集团公
司

崔保华 理!县 薛城镇甲米村
省委宣传部(省红十字会%
省文联%四川文化产业职业
学院%成都军区总医院

陈文华 泸定县 加郡乡海子村

民建四川省委(环境保护厅%
省委台办%审计署成特办%
省台联%四川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

张雨东 剑阁县 姚家乡银溪村
民进四川省委(省国税局%
中行四川省分行%川北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烽 木里县 列瓦乡列瓦村
瓦厂镇纳子店村

省地震局(省农科院%攀枝
花学院%省第二中医医院

邓!川 甘洛县 田坝镇兰池村

省冶金地质勘查局(省地矿
局%四川大学%成都航空有
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四
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翟占一 美姑县

洛俄依甘乡阿卓
瓦乌村
洛俄依甘乡新农
村

省投资促进局(西南财经大
学%西昌学院%国电四川发
电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
四川电力有限公司

王正荣 巴州区 大和乡朱垭村
农工党四川省委(四川能源
监管办%成都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省骨科医院

赵振铣 九寨沟县 双河乡团结村
马家乡马香村

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大学%
省政府驻京办

罗布江村 稻城县 傍河乡普牙村
民革四川省委(省旅游发展
委%农行四川省分行%四川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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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贫困县 联系贫困村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陈!放 平武县 龙安镇石人村
阔达乡仙坪村

省旅游发展委(省工商联%
绵阳师范学院%长虹集团公
司%武警交通第一总队

唐!坚 峨边县 沙坪镇峨星村
新场乡桃花村

省人防办(交通银行四川省
分行%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公
司%中石油西南管道分公司

王海萍 大竹县 李家乡大湾村
省法院(省直机关党校%邮
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达
州职业技术学院

姜永申 喜德县 贺波洛乡跃进村

省军区(省安全监管局%省
社科院%西华师范大学%省
第四人民医院%中国水电十
局%国网四川电力%国家电
投集团四川电力有限公司

朱文祥 若尔盖县 占哇乡夏德村
四川博览局(省核工业地质
局%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高!凯 炉霍县 斯木乡克木村

武警四川省总队(民生银行
成都分行%乐山职业技术学
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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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指导 &五大经济区'分工

邓小刚%李!静!!川西北生态经济区

范锐平%王!宁!!成都平原经济区

曲木史哈%叶!壮!!攀西经济区

邓!勇%刘!捷!!川南经济区

甘!霖%杨洪波!!川东北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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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部门 #单位$联系指导片区贫困县分工

贫困县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古蔺县 省检察院(省地方志办%省侨联%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朝天区 省委编办(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二重集团%四川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旺苍县 科技厅(省气象局%省贸促会%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青川县 省扶贫移民局(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省通信管理局%四川
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昭化区 财政厅(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金口河区 川投集团公司(交通运输厅%成都医学院%中铁八局

南部县 省委政研室(峨眉电影集团%民航飞行学院%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

营山县 省发展改革委(省干部函授学院%川北医学院%中国人寿
四川省分公司

蓬安县 农业厅(省社科联%省电信公司%西南石油大学

筠连县 省安全监管局(财政厅%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宜宾学院%
四川华西集团公司

珙!县
省信访局(四川博览局%成都海关%四川航天管理局%内
江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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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广安区 省委政法委(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武胜县 省体育局(教育厅%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成都农业科技职
业学院

邻水县 省地矿局(商务厅%四川保监局%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华蓥市 省质监局(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
院

宣汉县 省核工业地质局(省委老干部局%成都工业学院%四川大
学华西第四医院

万源市 民政厅(四川储备局%四川文理学院%工行四川省分行%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通川区 省委党校(四川航空工业局%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开江县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煤炭产业集团公司%四川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

渠!县 省妇联(省作协%成都铁路监管局%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通江县 安全厅(四川党建期刊集团%中铁二局%四川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省人民医院

平昌县 省地税局(成都铁路局%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南江县 省工商局(省路桥集团公司%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壤塘县 省卫生计生委(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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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小金县 省残联(省信访局%财政部驻川专员办%四川职业技术学
院

金川县 省国资委(建行四川省分行%华电四川公司%西南财经大学

阿坝县 审计厅(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茂!县 省档案局(文化厅%省对外友协%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松潘县 环境保护厅(西南科技大学

汶川县 林业厅(阿坝师范学院%紫坪铺开发公司

新龙县 司法厅(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色达县 省民族宗教委(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成都市第五人民
医院

石渠县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四川广播电视台%中石油川庆钻探工
程公司%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

理塘县 省外事侨务办(省邮政管理局%四川师范大学%武警四川
总队成都医院

雅江县 省国防科工办(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新华社四川分社%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德格县 水利厅(四川银监局%华夏银行成都分行%中国水电七局%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孜县 成都市(成都医学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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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 参与单位
#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得荣县 住房城乡建设厅(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道孚县 公安厅(成都师范学院%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三六三医院

巴塘县 团省委(省黄金管理局%环保部西南环保督查中心%国航
西南分公司%西华大学%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白玉县 省法制办(四川旅游学院%四川发展 #控股$公司%成都
市第七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乡城县 省科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省
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九龙县 省煤田地质局(农行四川省分行%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布拖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协%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电力
设计咨询公司%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神
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

金阳县
省金融工作局(省投资促进局%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西南石油大学%中国水电五局%
中储粮成都分公司%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越西县 省供销社(省机场集团%省委防范处理邪教办%内江师范
学院%川航集团公司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年'月*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