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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清流县委办公室 
清委办〔2016〕114 号 

 
 
 
 

中共清流县委办公室  清流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清流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 

  31 个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省市属各单位： 

  由于人事变动，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对以下领导小组领导

成员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1.1.1.清流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清流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清流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清流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副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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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仕权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邓炳辉   县政协主席 

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成    员：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锦忠    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 

彭平刚    县委常委 

陈孝秉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刘远隆    县委常委、副县长 

郭  芳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陈  姜    县政府副县长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职责是：组织落实中央和省市重大

改革举措，研究确定全县各方面重大改革的总体方案；统一部署

全县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全县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改革问题，

指导、推动、督促全县有关重大改革政策的实施。 

根据省委、市委部署和我县实际情况，分别设立经济体制机

制改革（刘远隆同志牵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刘远隆同志牵

头）、农村综合改革（李光明同志牵头）、新型城镇化改革（李光

明同志牵头）、社会事业改革（廖祥初同志牵头）、社会治理体制

改革（欧阳圣雄同志牵头）、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刘远隆同

志牵头）7 个专项工作小组，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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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的重要改革问题，协调推动有关专项改革政策措施的制

定和实施，承担相关专项工作任务。专项工作小组由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为成员，具体工作依托有关职能部门，研究工作时，可根

据需要请有关县领导参加。各项工作小组确定一名科级主要领导

担任联络员。 

李光明同志负责日常具体协调工作，召集专项工作小组联络

员会议。 

2.清流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清流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清流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清流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池芝发    县委书记  

第一副主任：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主任：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主  任：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锦忠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李兴荣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马卫强    县政协副主席 

邓长峰   县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董  新    县检察院检察长 

委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赖汉生    县人大办主任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寿荣    县政协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廖河程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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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火根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巫建华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严友林    县安监局局长 

余青生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黄晓彬    县城管局局长 

李  美    县科协主席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余荣富    县残联理事长   

黄前贵    龙津镇镇长 

凌锦堾    县关工委办公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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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伍春春（兼） 

3.3.3.3.    清流县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第二副组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副 组 长：陈锦忠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林新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李志明    县政协副主席   

邓长峰    县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董 新    县检察院检察长   

董美华    县公安局局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谢恩标    县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王秀春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苏联辉    县公安局副政委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廖喜宏    县信访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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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严友林    县安监局局长   

        巫光铭    县移民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宣腾马    武警大队大队长  

李坤峰    消防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依托在县公安局。 

办公室主任：董美华（兼） 

副 主 任：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苏联辉    县公安局副政委   

成   员：廖喜宏    县信访局局长   

      李海涛    县委办副主任   

      陈 丽    县政府办副主任   

      林永松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4.4.4.4.清流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清流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清流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清流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主   任：池芝发    县委书记   

第一副主任：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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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主任：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主 任：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林新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李志明    县政协副主席   

      邓长峰    县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董 新    县检察院检察长   

      董美华    县公安局局长   

      庄 标    清流监狱副监狱长   

委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黄水林    县人大内司委主任   

李坤斌    县政协提案和法制委主任   

      单建林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廖河程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委防范办主任 

童火根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谢恩标    县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王秀春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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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喜宏    县信访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严友林    县安监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李焕琳    县政府办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胡国良    县人武部政工科干事 

宣腾马    县武警大队大队长   

      李坤峰    县消防大队大队长   

      赵道升    县人行行长   

黄少华    县银监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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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玲    县邮政局局长 

林春雄   中国电信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黄中棋  中国移动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汤  京  中国联通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黄晓方  人保财险清流支公司总经理 

  上官明实   中国人寿清流支公司总经理 

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

巫瑞坚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5.5.5.5.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组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组  长：邱文宁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范成田    县委副处级干部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廖河程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王宜峻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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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廖金辉    县农业局副局长、农办副主任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廖志明    县审计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江永根    县供销社主任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李  美    县科协主席 

包盛吉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余荣富    县残联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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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宽    县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 

彭华美    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吴施增    县扶贫开发协会会长 

俞新铭    县慈善总会秘书长 

严绍训    县烟草公司经理 

赵道升    县人民银行行长 

黄少华    县银监办主任 

13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县农业局（农办），由廖金辉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赖成基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6.6.6.6.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会会会    

第一 主 任：池芝发    县委书记   

    主    任：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主任：陈锦忠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   

  副 主 任：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钟田华    县人武部政委   

  秘 书 长：刘先松    县人武部副部长   

成   员：董美华    县公安局局长 

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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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巫雅平    县人防办主任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周  玲    县邮政局局长   

               付  刚    县人武部军事科科长   

胡国良    县人武部政工科干事 

赖建平    县人武部后勤科科长 

林春雄    中国电信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汤  京    中国联通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黄中棋    中国移动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设九个办公室： 

（一）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设在县人武部军

事科，办公室主任由县政府办主任黄德骏兼任，副主任由县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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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李海涛、县人武部军事科科长付刚担任。 

（二）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动员办公室，设在县

人武部军事科，办公室主任由县人武部副部长刘先松兼任，副主

任由军事科科长付刚担任。 

（三）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政治动员办公室，设在县人武

部政工科，办公室主任由宣传部副部长魏永富兼任，副主任由县

委非公企业工委书记、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怀忠、县人武部政工

科科长赖建平担任。 

（四）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经济动员办公室，设在县发改

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发改局局长李钦火兼任，副主任由县发改局

副主任科员邹正和、县人武部后勤科长张明军担任。 

（五）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人民防空办公室，按现行机构

设置，办公室主任由县人防办主任巫雅平兼任，副主任由县人防

办副主任雷流芳担任。 

（六）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运输战备办公室，设在县

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由县交通运输运输局局长丘自文兼任，

副主任由县人武部后勤科长张明军、县交通运输运输局办公室主

任赖学根担任。 

（七）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科技动员办公室，设在县科技

局，办公室主任由县科技局局长黄志明兼任，副主任由县科技局

副局长范春香担任。 

（八）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支前办公室，设在县经信局，

办公室主任由县经信局局长江定荣兼任。 

（九）清流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信息动员办公室，设在县数字

办，主任由县政府办副主任陈丽担任，副主任由县数字办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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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强担任。 

7.7.7.7.清流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清流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清流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清流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林新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李志明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邓长峰    县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董  新    县检察院检察长 

董美华    县公安局局长 

李海涛    县委办副主任 

李焕琳    县政府办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黄水林    县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 

李坤斌    县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单建林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廖金辉    县农业局副局长、农办副主任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廖喜宏    县信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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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廖志明    县审计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黄日盛    县物价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关  毅    县地税局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主任由欧阳圣雄同志兼任，赵

云峰任常务副主任，郑斌、魏永富、马碧红任副主任。     

8.8.8.8.清流清流清流清流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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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李昌荣    县委编办主任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廖志明    县审计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黄日盛    县物价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欧阳盛增  县发改局副局长 

罗  灵    县卫计局副局长 

杨秋浪    县财政局副科级干部 

叶庆华    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清流管理部主任 

黄晓方    清流人保财险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医改办），挂靠县卫计局，吴爱银兼

任办公室主任， 杨秋浪、罗灵、欧阳盛增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9.9.9.9.清流清流清流清流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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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组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组  长：陈锦忠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林新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钟田华    县人武部政委  

邓长峰    县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童火根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包盛吉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宣腾马    县武警大队大队长  

            李坤峰    县消防大队大队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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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林生德    县粮食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巫雅平    县人防办主任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关  毅    县地税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黄晓彬    县城管局局长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曹剑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巫扬辉    龙津镇党委书记  

            陈喜雄    林畲乡党委书记 

王兴炳    里田乡党委书记 

叶 峰   嵩溪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刘  忠（兼），副主任：

陈丽、胡国良、陈先根。 

10.10.10.10.清流县清流县清流县清流县老区工作领导小组老区工作领导小组老区工作领导小组老区工作领导小组 

顾      问：池芝发     县委书记 

                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组      长：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副  组  长：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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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包盛吉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林春雄     中国电信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王伟峰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黄清富     县民政局副局长、县老区办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黄清富同志兼任。 

11.11.11.11.清流县山海协作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山海协作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山海协作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山海协作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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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刘远隆    县委常委、副县长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陈  姜    县政府副县长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林峥声    县政府副处级干部 

成      员：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赖文生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县农业局，由严香荣兼任

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由县农业局、发改局、财政局、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抽调人员组成，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推进相关

领域的山海协作事项。 

12.12.12.12.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池芝发     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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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副组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组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陈  姜     县政府副县长 

副  组  长：刘远隆     县委常委、副县长 

刘剑英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马卫强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欧阳尾秀    县监察局副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黄晓彬     县城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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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严友林     县安监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邓殷鸿    县气象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赖文生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光华     县台湾农民创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游 炬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教导员 

13 个乡（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环保局，由陈姜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陈健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县监察局、发改局、

经信局、财政局、文广局、住建局、城管局、环保局、农业局、

畜牧兽医水产局、林业局、水利局、统计局和各乡镇的分管领导

担任副主任。工作人员由相关部门主办股室负责人组成。    

13.13.13.13.清流县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清流县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清流县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清流县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陈孝秉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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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刘远隆    县委常委、副县长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昌荣    县委编办主任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李远森    县委编办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刘远隆（兼），副主任：

李昌荣（兼）。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工作由县委编办承担。    

14.14.14.14.清流县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组长：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 组 长：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李兴荣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马卫强    县政协副主席 

陈昌帜    县计生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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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上官诚亮  县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   

严南明    县政协社会事业委主任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邓志民    县法院副院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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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李  美    县科协主席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罗学宽    县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计局，由吴爱银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 

15.15.15.15.清流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彭平刚    县委常委 

刘远隆    县委常委、副县长 

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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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美    县科协主席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黄  非    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关  毅    县地税局局长 

赵道升    县人行行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县科技局，黄志明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 

16.16.16.16.清流县创建卫生县城活动指挥部清流县创建卫生县城活动指挥部清流县创建卫生县城活动指挥部清流县创建卫生县城活动指挥部    

总   指   挥：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总指挥：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  总 指 挥：李兴荣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马卫强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 27 -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黄晓彬    县城管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严清海    县电视台台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余青生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黄  非    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巫扬辉    龙津镇党委书记 

邓秀清    县卫计局副局长 

             江永宏    县疾控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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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庆年    县卫生监督所所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卫计局，吴爱银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邓秀清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17.17.17.17.清流清流清流清流县机关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机关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机关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机关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刘远隆    县委常委、副县长 

            林峥声    县副处级干部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单建林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郑  斌    县政法委副书记 

            李昌荣    县委编办主任 

罗锦彪    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 

欧阳凡生   县直机关党工委副书记、机关武装部长 

罗智华    县统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投诉中心。 

办公室主任：黄德骏,副主任：蔡东海,投诉中心主任：李

龙彤。 

18.18.18.18.清流县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组长：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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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组 长：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余晖民  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余土荣    县贸促会会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廖福潮  县国税局局长 

关  毅    县地税局局长 

赵道升  县人民银行行长 

县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魏永富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同时，另

设两个办公室：(一)文化产业项目推进办公室，由张加荣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园区）策划、推进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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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研究和组织实施工作；(二)文化产业统计体系建设办公

室，由谢振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文化产业统计体系建设

工作。 

19.19.19.19.清流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邓炳辉    县政协主席  

彭平刚    县委常委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善柱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余荣富    县残联理事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江定荣    县经信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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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卢燕琴    县商务局局长    

谢振坤    县统计局局长    

黄志明    县科技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江永根    县供销社主任    

严清海    县电视台台长   

廖福潮    县国税局局长    

关  毅    县地税局局长    

赵道升    县人行行长    

林春雄    中国电信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黄中棋    中国移动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汤  京    中国联通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13 个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商务局，由卢燕琴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刘远发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20.20.20.20.清流县清流县清流县清流县““““两违两违两违两违””””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林新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  姜    县政府副县长 

雷根旺    县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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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长峰    县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董美华    县公安局局长  

成    员：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邓志民    县法院副院长  

黄坤琳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黄晓彬    县城管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廖喜宏    县信访局局长   

巫金林    县政府办副主任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巫雅裕    县住建局副局长     

王伟峰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郑友全    县自来水厂厂长   

王继龙    龙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伍佳源    县国土监察大队大队长  

孙  云    县城建监察大队大队长     

13 个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积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黄茂鸿

和黄晓彬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住建局、国土局、城管局各抽

调一名工作人员常驻办公室集中办公，工作与原单位脱钩。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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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城管局。 

21.21.21.21.清流县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春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李昌荣    县委编办主任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丘自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严清海    县电视台台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陈 艳    县老干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李  美    县科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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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荣富    县残联理事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刘善柱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黄文新    县社科联主席 

江天德    县客联会常务副会长 

董美英    县文体广电出版局副局长 

黄金泉    县广电网络公司经理 

13 个乡（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文体广电出版局，负责创建复查的组

织、协调等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文体广电出版局局长张加

荣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县文广局副局长董美英同志兼任。 

22222222....清流县城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城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城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城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组  长：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陈  姜    县政府副县长  

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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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张加荣    县文广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巫扬辉    龙津镇党委书记  

叶  峰    嵩溪镇党委书记  

余生贵    嵩口镇党委书记  

李梓文    长校镇党委书记  

邓文清    灵地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日常工作依托县民政局，由刘

忠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3.23.23.23.清流县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胡立峰    县政府副县长 

副  组  长：林新建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志明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 董美华    县公安局局长  

单建林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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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江长文    县教育局局长  

            王宜峻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伍春春    县委文明办主任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黄中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吴爱银    县卫计局局长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陈  艳    县老干局局长  

13个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赖

有红同志担任，并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一人，县民政局抽二人组成

殡葬联合执法大队，负责殡葬改革管理执法工作。 

24.24.24.24.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组      长： 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 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副  组  长： 廖祥初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李海涛    县委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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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琳    县政府办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单建林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岐山    县委台办主任 

罗  辉    县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王宜峻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苏联辉    县公安局副政委 

赖有红    县民政局副局长 

伍士钊    县教育局副局长 

邱勇卫    县财政局副局长 

魏正水    县卫计局副局长 

王建琴    县旅游局副局长 

童榕生    县外事侨务办主任 

邹国良    县市监局党组副书记 

阳萍香    县信访局副局长 

蔡和轼    县总工会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王有远    县科协副主席 

林永松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黄金泉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清流分公司经理 

王庆华    县文广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依托在县委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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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郑斌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5.25.25.25.清流县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副 组 长：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刘先松    县人武部副部长 

成   员：傅诗玉    县委机要局局长 

李焕琳    县政府办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李怀忠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马松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廖河程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张岐山    县委台办副主任 

翁冬英    县委党校副校长 

李远森    县委编办副主任 

廖喜宏    县信访局局长 

苏联辉    县公安局副政委 

赖有红    县民政局副局长 

欧阳盛增   县发改局副局长 

吴子晃    县经信局纪检书记 

伍士钊    县教育局副局长 

范春香    县科技局副局长 

王宜峻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吴生发    县财政局副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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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绪仁    县城建系统党委副书记 

廖传嵘    县森林公安分局局长 

王建琴    县旅游局副局长 

王 燕    县国家保密局局长 

邹国良    县市监局党组副书记 

王永麟    县国土局副局长 

林永松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张永顺    县交通局监察室主任 

王庆华    县文广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童榕生    县外事侨务办主任 

余土荣    县贸促会会长 

林春雄    中国电信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黄中棋    中国移动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汤  京    中国联通清流县分公司总经理 

周忠健    清流监狱政治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县委政法委，由郑斌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 

26262626．．．．清流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清流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清流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清流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总召集人：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召 集 人：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谢锦山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组成单位、联席会议专

项工作小组负责单位和组成单位按清委办[2015]50 号文件不变。 

27.27.27.27.清流县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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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组 长：陈锦忠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邱文宁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成    员：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俞忠水    县林业局局长 

李钦火    县发改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黄  非    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 

陈  健    县环保局局长 

李积钦    县住建局局长 

巫光铭    县移民局局长 

江永根    县供销社主任 

李光华    县台湾农民创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林生德    县粮食局局长 

严绍训    县烟草公司经理 

卢泽余    县农行行长 

谢晓宏    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 

28.28.28.28.清流县烤烟生产领导小组清流县烤烟生产领导小组清流县烤烟生产领导小组清流县烤烟生产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组 长：陈锦忠    县委常委、武装部长 

          邱文宁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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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严绍训    县烟草公司经理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黄茂鸿    县国土局局长 

谢荣响    县水利局局长 

吴荣生    县烟草公司副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严绍训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

地点设在县烟草公司。 

29.29.29.29.清流县烟田基础设施领导小组清流县烟田基础设施领导小组清流县烟田基础设施领导小组清流县烟田基础设施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副 组 长：陈锦忠    县委常委、武装部长 

          邱文宁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邹卫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 

成    员：严绍训    县烟草公司经理 

吴荣生    县烟草公司副经理 

邱勇卫    县财政局副局长 

李炳光    县国土局副局长 

陈祥宜    县水利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吴荣生同志兼任，办公

地点设在县烟草公司烟基办。 

30.30.30.30.清流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光明    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郭  芳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 

副  组  长：周美华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魏永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宜峻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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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辉    县公安局副局长 

严香荣    县农业局局长 

卢源成    县旅游局局长 

黄晓彬    县城管局局长 

吴生发    县财政局副科级干部 

欧阳盛增   县发改局副局长 

王孙清    县人社局副局长 

巫雅裕    县住建局副局长 

李炳光    县国土局副局长 

陈先根    县民政局副局长 

伍仕钊    县教育局副局长 

董美英    县文广局副局长 

罗  灵    县卫计局副局长 

13 个乡（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由王宜峻同志任

办公室主任。 

31.31.31.31.清流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清流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欧阳圣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副  组  长：江  勇    县政府副县长 

            李志明    县政协副主席  

            康荣光    县委办副主任（正科级） 

            黄德骏    县政府办主任 

            郑  斌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云峰    县司法局局长 

成      员：魏春生    县检察院党组成员、专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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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庆明    县法院副院长 

        黄水林    县人大常委会内司委主任 

        王锋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刘  忠    县民政局局长 

        张增旺    县财政局局长 

        张是强    县人社局局长 

        邱琳珠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叶淑珍    团县委书记 

        包红英    县妇联主席 

        张学良    县司法局副局长 

        李焕琳    县政府办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负责

处理日常工作，主任张学良（兼）。 

    

    

中共清流县委办公室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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