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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文 件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科技助力扶贫办发〔2019〕1号

关于对2018年度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有关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协）、

各有关全国学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动全国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工作，2019 年 1 月，中国科协、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

贫办联合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考核

评审。依据《2018 年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要点》《全国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考核评估办法》，经过推荐、评审、公示，

现对在 2018 年度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山西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山西省科协、农业厅、扶贫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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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组织单位，天津市科协驻村帮扶工作组等 51 个科技组织，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清等 146 名科技

人员予以表扬。希望各优秀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继续帮助贫困户提升科学素质、实现增收脱贫。

各地各单位要大力宣传先进单位和个人的事迹，树立先进典

型，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同时，要不断创新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继续集聚科技资源优势，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科技供给和

支撑，大幅提高贫困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和生产技能，为实现脱贫

攻坚目标作出新贡献。

附件：2018 年度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表扬名单

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代章）

2019年2月21日

http://before.cast.org.cn/n143/n767/n415152/n417057/c57935782/part/57935784.doc
http://before.cast.org.cn/n143/n767/n415152/n417057/c57935782/part/579358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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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度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表扬名单

一、优秀组织单位（10个）

1 山西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山西省科协、农业厅、扶贫办）

2 江西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江西省科协、农业厅、扶贫办）

3 重庆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重庆市科协、农业厅、扶贫办）

4 四川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四川省科协、农业厅、扶贫办）

5 云南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云南省科协、农业厅、扶贫办）

6 陕西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陕西省科协、农业厅、扶贫办）

7 中华中医药学会

8 中华口腔医学会

9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10 中国自动化学会

二、先进团队（51个）

1 天津市科协驻村帮扶工作组

2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群利种植专业合作社

3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农牧局

4 河北省承德兴春和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5 山西省昔阳县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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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西省武乡县丰州镇科协

7 内蒙古科右前旗农牧民科技专家服务团

8 内蒙古中医药学会

9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科协

10 吉林省科协科普部

11 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

12 江苏省农学会科技服务专家团

13 浙江省林学会精准扶贫专家团

14 安徽省颍上县甘薯行业协会

15 江西省万安县农业局科技扶贫技术服务队

16 江西省南昌市农技协江西农大服务团

17 山东省济阳县农业科技精准扶贫专家服务团队

18 河南省科协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专家讲师团

19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安平镇政府科技专家服务团

20 湖北省保康县核桃技术推广中心

21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健康扶贫专家服务队

22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农科院驻耳洞村科技助力专家组

23 湖南省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4 广东省粤北山区水产养殖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团队

25 广西蚕桑产业精准扶贫科技服务团（广西蚕业技术推广总站）

26 广西扶贫办信息管理处

27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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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

29 四川省林学会

30 四川省阿坝州科学技术协会

31 四川省巴中市科学技术协会

32 贵州省毕节市科协

33 贵州省六盘水市农业委员会

34 云南省保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35 云南省楚雄州科学技术协会

36 云南省德宏州科学技术协会

37 西藏自治区萨迦县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指导

38 西藏自治区作物学会

39 陕西省咸阳市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队

40 陕西省榆林市果业技术推广中心

41 甘肃省景泰县科学技术协会

42 甘肃省天水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

43 甘肃省永登县中药材产业协会

44 青海省大通县科技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45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草原所草地生态恢复与管理研究室

46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中华蜜蜂产业协会

4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微生物学会

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驻色力布亚镇拜什吐普村工作队

4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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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团队

51 中国茶叶学会茶叶精准扶贫专家团队

三、先进个人（146个）

1 李永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2 王连和 天津市倍尔特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3 鲍继胜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高级讲师

4 姜兴宇 河北省隆化县科技扶贫工作队，农艺师

5 石海东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农牧局，农艺师

6 王天元 河北省青龙县职教中心培训处，高级讲师

7 韩亚辉 河北省阜平县农业局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

8 廉诗启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林业工程师

9 梁晓生 河北省平泉市食用菌研究会，农艺师

10 穆国俊 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博士/副教授

11 白 玉 山西省方山县麻地会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2 何 文 山西省朔州市干部驻村帮扶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

13 卫振和 山西省万荣县农业技术协会研究员

14 邢 军 山西省科普惠农固县乡中心服务站站长

15 武小军 山西省太原市社会科普中心副主任

16 李凤岐 山西省专家学者协会副秘书长

17 杨海波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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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增明 内蒙古呼伦贝尔中药材商会副会长

19 褚 贺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科协主席

20 那巴根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工作站高级畜牧师

21 朴勇基 内蒙古兴安盟老科技工作协会高级农艺师

22 杨国清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协会会长

23 李 鹏 辽宁省阜新颐尔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4 乔宏宇 吉林省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

25 王新安 吉林省科协计财部主任科员

26 岳奎忠 黑龙江省林甸县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首席专家、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27 李全鹏 江苏省科协农村技术服务中心综合部主任

28 傅 骞 浙江省凤岐（桐乡乌镇）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29 李文海 安徽省金寨县力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30 赵少海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31 杨 宁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唐畈村第一书记

32 宁光雅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农机维修协会会长

33 钱香付 安徽省宿松县政协副主席、科协主席、科技局长

34 王敦旗 安徽省东至县种植业管理局站长、农艺师

35 张建军 安徽省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

36 杨增环 安徽省全椒县香妃农业种植协会农技师

37 高允旺 福建省顺昌县大历镇三农服务中心高级农经师

38 徐步云 江西省科协普及部副部长、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

芳洲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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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肖 玮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回镇干部、南康区龙回镇九江村

扶贫工作队长

40 张素芳 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青海水产养殖专业协会理事长

41 陈学林 江西省井冈山市科协副主席、井冈山市茅坪乡

神州村第一书记
42 郭小平 江西省宜春市康元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宜春市

养生协会会长

43 张彦欣 山东省沂水县果茶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44 周玉青 山东省昌乐县职业农民创业孵化管理中心技术部主任

45 吴树兰 河南省扶贫办副巡视员、省政府参事室研究员、驻范县

陈庄镇胡屯村第一书记

46 雷建树 河南科技报社副总编辑、驻范县陈庄乡杨吴庄村第一书记

47 贾红霞 河南省洛宁县科协主席

48 吕文明 河南省商丘市农业局园艺工作站农艺师

49 黎 伟 河南省信阳市科协科普部长、驻新县

陡山河乡扶前湾村第一书记

50 鲁万营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51 常立军 河南省南阳市科协办公室副主任

52 舒文涛 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

53 王湛雯 河南省沈丘县石槽集乡大涂营村第一书记

54 张祎雯 河南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

55 方幼华 湖北育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56 何自强 湖北省团风县农业局副局长/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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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卢元明 湖北省秭归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58 赵 鹏 湖北省五峰印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59 蔡礼鸿 湖北省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60 孟祥安 湖北省鹤峰县畜牧兽医局畜牧师

61 华德辉 湖北省竹溪县蜂业协会会长

62 王家红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中医院副院长

63 何中坚 湖北省阳新县特产局高级农艺师

64 杨利国 湖北省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5 易红科 湖南省宁乡县科鸿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6 赵中福 湖南省常宁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

67 肖新志 湖南省醴陵市均楚镇新立社支部书记

68 邓述东 湖南省湘潭县射埠镇农推中心主任

69 向立志 湖南省平江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

70 刘建军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农业局副局长、高级农艺师

71 覃正玉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农业农村工作局高级农艺师

72 王文翔 湖南省安化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讲师

73 刘 曦 湖南省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任科员

74 王本波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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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邓壮河 湖南省沅陵县水库移民管理局开发安置科水产工程师

76 田 勇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农艺师

77 胡元强 广东省韶关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主任

78 黄樟翰 广东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79 王益奎 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80 黄长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长生桑蚕饲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81 韦殿仕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82 蓝 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沙糖桔产业协会会长

83 卢天才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复鑫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84 管恩魁 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农业局经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85 伍勤忠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办公室副主任、

高级农经师

86 吉训聪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87 杭 勇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副调研员

88 杨 炼 四川省科协科普部一级主任科员

89 杨小丽 四川省九寨沟县委办副主任、九寨沟县罗依乡党委副书记

90 杜 云 四川省汉源县双溪乡木楠村第一书记

91 郭 娇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鳌溪村第一书记

92 罗贵明 四川省贡井区花卉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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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胡晓全 四川省广元市勤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利州区田犁肉牛

养殖协会药材种植协会理事长

94 李 毅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浪珠乡党委副书记

95 陈秋明 四川省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协会助力工程师

96 万太友 贵州省印江自治县农牧科技局

97 陈 静 贵州省黔西南州扶贫开发办公室

98 王家林 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县农业局高级畜牧师

99 刘 军 贵州省盘州市三变改革服务中心

100 李清超 贵州省毕节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01 鲁仕法 贵州省镇宁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02 曹龙武 云南省南华康恒中药材种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华中药材种植专业技术协会会长、高级技师

103 陈丕华 云南省镇沅县科学技术协会

104 陈晓洪 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科协

105 陈兴片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宝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

106 董文渊 云南省昆明市西南林业大学亚太林学院院长/教授

107 和 胜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五境乡生态种养殖经济合作协会会长

108 李 伟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专技二级）

109 刘 学 云南省红河州科学技术协会农培部部长

110 彭志勇 云南省芒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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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徐永芬 云南省武定县武狮火腿加工协会理事长

112 杨继学 云南省大理州扶贫办旅游革命老区科科长、南涧县白云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

113 尹发清 云南省勐腊县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

114 张继彪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主任

115 邹云昌 云南省保山市甜柿产业协会会长、高级农艺师

116 黄 慧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科学技术局九级职员

117 欧 珠 西藏自治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8 张际明 西藏自治区白朗绿色蔬菜发展有限公司

119 王学文 陕西省西安市科协驻村工作队长

120 李丙智 陕西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121 赵志国 陕西省太白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122 张群应 陕西省咸阳市科协驻村第一书记

123 王晓东 陕西省铜川市科协驻村第一书记

124 宝小平 陕西省临渭区向阳红果蔬专业技术协会会长

125 陆恂彦 陕西省平利县科协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团团长

126 郭连兵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联合会会长

127 康 勤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马铃薯协会会长

128 王舒平 甘肃省庆城县中药材栽培研究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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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李建军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会会长

130 滕汉生 甘肃省榆中县园子岔乡富源百合种植协会会长

131 杨树奎 甘肃省科技馆资源部主任、合水县驻村帮扶干部

132 刘 栋 青海省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大通县景阳镇后山村第一书记）

133 才扎西 青海省玉树州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

134 祁存发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35 张守宗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农牧局中药材产业办公室

高级农艺师

136 兰明江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满地红枸杞产销协会会长

137 剡成虎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农牧局高级农艺师

138 阿卜杜许库尔·牙合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

经济林研究所副研究员
139 吐尔逊江·买买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棉花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140 亚森·加帕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部副部长

（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

141 艾合买提·那尤甫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142 别尔德汗·热海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海子沿乡兽医站

高级兽医师
143 吴新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书记、

研究员

144 肖 强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145 韦以宗 北京昌平区光明骨伤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146 余卫业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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