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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保发改党组发〔2019〕40 号

中共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
充实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等

18 个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科室：

因机构改革、领导工作分工调整及科室人员变动，经委党组

研究，决定调整充实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等16个领导小组成

员。现将调整充实后的小组成员通知如下：

一、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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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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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二、保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三、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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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吉勇 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杨德算 调研员

王美艳 调研员

段培光 调研员

张学光 调研员

鲁道臣 调研员

杨宏荣 副调研员

苏珊妹 副调研员

段新明 副调研员

沈艳芳 副调研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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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党总支，由郭嘉艳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处理党风廉政建设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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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吉勇 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杨德算 调研员

王美艳 调研员

段培光 调研员

张学光 调研员

鲁道臣 调研员

杨宏荣 副调研员

苏珊妹 副调研员

段新明 副调研员

沈艳芳 副调研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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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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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党总支，由郭嘉艳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处理意识形态日常工作。

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吉勇 副主任

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杨德算 调研员

王美艳 调研员

段培光 调研员

张学光 调研员

鲁道臣 调研员

杨宏荣 副调研员

段新明 副调研员

沈艳芳 副调研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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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党总支，由郭嘉艳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处理意识形态日常工作。

六、营商环境和“放管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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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杨 军 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吉勇 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鲁道臣 调研员

苏珊妹 副调研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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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领导小组组长张文钦同志为营商环境和“放管服”改革工作

第一责任人，领衔推进重大事项落实。副组长杨军同志为营商环

境和“放管服”改革工作直接责任人，协助组长抓好各项工作，

分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他成员按照分工范围和科室职能承担相

应工作责任，抓好各项任务落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法规

科（行政审批科），由张建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按照领导小

组的部署和安排，负责组织、协调、检查、督促和指导全委营商

环境和“放管服”改革工作。

七、妇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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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王美艳 调研员

苏珊妹 副调研员

沈艳芳 副调研员

成 员：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女工委主任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党总支，由郭嘉艳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八、禁毒防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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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禁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由罗俊超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防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由林海涛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九、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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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由林海涛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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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综合考评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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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十一、依法行政和法治机关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杨 军 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吉勇 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杨德算 调研员

王美艳 调研员

段培光 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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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光 调研员

鲁道臣 调研员

杨宏荣 副调研员

苏珊妹 副调研员

段新明 副调研员

沈艳芳 副调研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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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由张建军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十二、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杨吉勇 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长

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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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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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组长张文钦同志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第一责任人，领

衔推进重大改革事项落实。副组长杨吉勇同志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直接责任人，协助组长抓好各项改革工作，分管领导小组办公室。

其他成员按照分工范围承担相应改革责任，督促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体制改革科，由张双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和安排，负责组织、协调、检查、督促和

指导全委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处理市委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

室日常业务。

十三、安全生产协调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俊杰 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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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李俊杰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十四、综治维稳及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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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组长张文钦同志为全委综治维稳及平安建设工作第

一责任人；副组长姜雪梅同志为直接责任人，协助组长抓好全委

综治维稳及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

姜雪梅同志分管，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俊杰同志为综

治联络员，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和安排，履行全委综治维稳及平

安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职责。

十五、人才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李金泽 党组成员、副主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银龙 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钟 志 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继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廷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 军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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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怡 副主任

孟春来 督查专员

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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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组长张文钦同志为人才发展工作第一责任人，领衔

推进人才发展工作事项落实。副组长姜雪梅同志为人才发展工作

直接责任人，协助组长抓好各项人才发展工作，分管领导小组办

公室。其他成员按照分工范围承担相应人才发展工作责任，督促

抓好人才发展工作任务落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人事科，由

易理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和安排，负责

组织、协调、检查、督促和指导人才发展工作，处理市委、市政

府交办的日常业务。

十六、“挂包帮”“转走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学光 调研员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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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赵建斌 兴华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

董 赢 蒋家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十七、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杨吉勇 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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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辐射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辐射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董凡卓 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物资储备安全科，由鲁忠华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十八、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文钦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姜雪梅 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鲁绍华 办公室主任

王开忠 总经济师

赵开旺 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万聪志 发展战略和规划科科长

张双清 体制改革科科长

罗俊超 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付成刚 农村经济科科长

李新全 地区经济和扶贫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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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知慧 基础设施发展科科长

许源宏 产业发展和经贸科科长

沈 吉 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科科长

张伟民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科长

林海涛 社会发展和就业科科长

李 琼 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科科长

张 云 重点项目建设科科长

杨 芳 价格调控监测科科长

张发建 价格和收费管理科科长

杨宏祎 市辐射中心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左文龙 市辐射中心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张建军 法规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易理宏 人事科科长

肖运楷 物资储备管理科科长

陈丽强 物资储备建设科科长

鲁忠华 物资储备安全科科长

李军学 物资储备监督检查科科长

郭嘉艳 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凡卓 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委办公室，由鲁绍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中共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2019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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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委考评

办、市委改革办、市综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国家保密局、市应

急管理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妇联、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监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