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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农业部关于表彰第九届 “全国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的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大批农村青年立足农业、 植根农村, 带

头参与农村改革、 带头投身创业实践、 带头致力科技兴农、 带头

履行社会责任, 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为表彰先进, 激励引导广大农村青年在农业农村领域敢

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决定, 授予

北京市密之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爱丽等 10 名同志第九

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冶 荣誉称号, 授予河南省开

封市尉氏县红兵禽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红兵等 490 名同志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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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荣誉称号。

当前,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期,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中央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 构建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 通过建立专门的政策机制吸引年轻人务农、 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这为广大农村青年立

足农村、 创业致富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

希望受表彰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坚定信念、 勇担重任, 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开拓创

新、 埋头苦干, 在加快发展事业的同时, 影响和带动更多农村青

年实现创业致富梦想。 希望各级共青团组织、 农业部门进一步加

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养工作, 不断拓宽培养路径、 搭建活动

平台、 丰富活动载体, 帮助农村创业青年解决资金、 技术、 市场

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的创业事迹, 引导广大农村青年积极投身现代农业发展。 希望广

大农村青年以受表彰的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为榜样,

学习他们信念坚定、 艰苦奋斗、 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 为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应有贡献。

附件: 1. 第九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标兵名单

2. 第九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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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标兵名单

(10 人, 按行政区划排序)

郭爱丽 (女) 摇 北京市密之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海增 (回族) 河北省康远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建邺 内蒙古自治区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郭长鑫 江苏省赣榆区墩尚镇郑庄村党总支书记、 赣榆

长鑫渔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福如 福建省上杭县新元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宁鲁光 山东省东营市海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剑伟 湖南省味菇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智建 贵州省绿宝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加摇 央 (藏族) 西藏自治区萨迦县萨迦边那藏药香工贸有限公

司经理

杨天龙 甘肃省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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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九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冶 名单

(490 人, 排名不分先后)

北摇 京

张兴顺 张摇 庆 李摇 彪 马立鸣

王金花 (女)

天摇 津

刘春东 张立江 孙克亮 高建忠

兰桂霞 (女) 冯宗亮

河摇 北

兰金宝 王亚辉 (满族) 王培松 王摇 超

张玉祥 (满族) 李中贺 邬大为 高国良

李卫东 赵劲松 贾亮亮 王延昌 宋志强

刘盼盼 贾伯晨 李宝来 郎摇 红 张志国

刘仁义 王摇 斌 王晓伟 宋国飞 (满族)

张尚昆 袁世成

山摇 西

王智勇 武峥兴 翟志刚 吴摇 科 张怀军

史耀旭 申潞鹏 王晋军 洪摇 波 樊利峰

高芝芳 张卫平 贾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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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李春霞 (女) 冯刚刚 王屯良

乌仁图雅 (女, 蒙古族) 贾文海 宫旭光

辽摇 宁

敖丙顺 (满族) 何立兴 戴维东 (满族)

谢德海 马摇 倩 (女) 孙丽金 (女, 满族)

王摇 艳 (女) 林摇 森 (满族) 崔雅兰 (女)

杨晓田 (满族) 陈摇 源

吉摇 林

高大广 李华靓 邓国东 杨志刚

杨晓伟 (女) 董摇 妍 (女) 刘乃正 李殷辉

栾玉霞 (女)

黑龙江

苏彦山 郭显文 杨宝龙 葛安兴 朱海昌

高摇 波 (女) 徐敬才 李艳迪 (女) 董庆春 (女) 张洪海

朱孔满 邹继峰 程广东 顾忠国

上摇 海

李春风 周摇 瑜 (女) 赵摇 芸 (女) 董若兰 (女) 夏寒冰

李有清

江摇 苏

姜方俊 沈明君 朱摇 超 张摇 琴 (女)

周云霞 (女) 范伟群 戴周龙 林光全 徐相如

郭晓辉 (女) 严家富 陈摇 敏 邱羚杰 王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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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正军 缪摇 健 滕培华 黎祥云 郑茂栋

马双阳 周财政

浙摇 江

傅平均 周林军 徐伟凑 虞儒雷 李伟峰

胡友娣 (女) 杨摇 莉 (女) 王建明 何摇 斌 包火旺

吕振鸿 冯仁方 林招水 曹摇 炯

安摇 徽

陈争上 张国庆 王夺标 孙成洪 李志亚

王扬阳 (回族) 胡摇 宁 王春祥 郭世防

武摇 骏 陈摇 宁 陈摇 霞 (女) 江摇 龙 桂林峰

刘玉雷 宁其斌 胡向明 完伟伟 (满族)

朱光辉 常摇 莹 (女) 马国勇 吴摇 忠 张家杰

福摇 建

李开标 吴摇 霖 (女) 陈日康 肖国水 傅文坊

朱柳泉 王胜专 林建军 潘建东 黄圣强

江摇 西

刘摇 军 夏思进 黄文蒋 许月浪 张摇 平

胡云华 王摇 福 方月萍 (女) 饶晓剑 聂国军

罗波波 程摇 英 朱摇 博 熊次桂 雷应国

钟卫平 梁奇锂

山摇 东

贾培晓 田春艳 (女) 闫摇 勇 张彦来 王元虎

王摇 鑫 刘摇 璐 (女) 范摇 海 张摇 超 赵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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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涛 夏钰涵 (女) 庄须雷 亓宪瑞 郭军见

田丽丽 (女) 徐摇 义 茹茂盛 张传峰 靳海峰

由守昌 肖亮亮 张洪征 周卓良 金摇 维

河摇 南

王红兵 周摇 铁 孙向伟 党红艳 (女) 靳世涛

王志国 郭军朝 刘志高 朱长春 许卫超

吴摇 迪 邱国庆 李聚行 (女) 梁兵伟 牛华祥

贾占祯 刘瑞丽 (女) 祝春华 高摇 尚

赵亚东 (回族) 赵摇 萌 杨文涛 常摇 四

刘慎勇 葛摇 萍 (女)

湖摇 北

吴渝婷 (女) 沈继军 刘建军 舒德华 周万松

徐摇 凯 宋摇 林 谈摇 笑 马苏娥 (女) 霍计武

龙摇 韬 章景志 韩高科 陈摇 俊

袁明珠 (女) 颜摇 丁 张宏林 童摇 超 程祝新

吴摇 飞

湖摇 南

杨众军 郭德志 刘摇 准 刘小玲 (女) 柳中辉

陶新宇 廖梅丽 (女) 殷水安 李锡武 邓文艺

聂玲彬 (女) 李摇 黎 旷昌文 何摇 静 (女)

刘摇 超 (土家族) 龚摇 明 刘摇 波 吴小京

邓来青 谭摇 霞 (女, 苗族) 钟小宏

张晓梅 (女, 土家族) 黄摇 杰 (土家族)

—8—



广摇 东

李永生 张永佳 林伟波 邹子龙 潘家喜

陈伟津 赖东海 谢明玖 陈国富 宁康全

林杨峰 郭芳荣 林摇 彦 关炳华

补建华 (苗族) 白春华 颜伯威 杨火廖

马建业 吴国政 刘永红 蔡志海 张锐鑫

唐建锋 王创平

广摇 西

黄小龙 (壮族) 卢高新 王缉东 温炫亮

杨摇 宁 (女, 苗族) 周庆华 唐新全 梁棣康

王海东 杨摇 伟 梁丽娜 (女) 隆茂坚 (壮族)

岑摇 参 (壮族) 张治中 (壮族) 罗向前

唐运喜 (壮族) 黄光耀 (壮族)

欧高龙 (壮族) 粟家君 (侗族)

海摇 南

曾德斌 王文克 陈摇 君 (女) 叶武明

董新凯 (黎族) 徐摇 哲

重摇 庆

王海燕 (女) 马刘洋 向摇 权 何国全

张摇 雪 (女) 张成生 尚益友 洪摇 震 曾巧玲

四摇 川

赵海伶 (女) 段丽丽 (女) 王淑娟 (女) 廖摇 林 梁智刚

张摇 强 徐艳红 (女) 邓勇钢 蒋兰青 (女) 罗摇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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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椿 (女) 罗迪斯 武万琼 (女) 蔡摇 勇 熊虹云

敬承兴 李强军 何天明 周摇 强 (藏族)

何维富 张雪梅 (女) 徐大全 王摇 军 (藏族)

李永辉 罗冬梅 (女)

贵摇 州

肖晓俊 万摇 城 殷仁华 陈英兰 (女)

罗太芳 (黎族) 潘忠政 瞿继勇 (布依族)

王恩文 (水族) 杨昌智 (布依族)

欧阳凌云 (侗族) 杨海彬 (苗族)

袁金华 (苗族) 余摇 伟 周光美 (女, 苗族)

梁正华 (布依族)

云摇 南

沐晓伟 段晓玲 (女) 谭摇 伟 (彝族) 李华永

尹家勇 苏德兴 孙浩源 (彝族) 尹绍兴

董春富 刘一平 余锦鸿 (彝族)

颜玉锐 (蒙古族) 王录春 (女) 刘摇 华 (哈尼族)

杨志彪 (哈尼族) 熊摇 鹏 钱丽茹 (女) 杨摇 黎

杨常贵 尹明军 (白族)

西摇 藏

觉摇 列 (藏族) 白玛占堆 (门巴族)

扎西群培 (藏族) 索郎巴旦 (藏族)

国摇 吉 (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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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摇 西

贾康乐 李摇 攀 张摇 健 何小勇 梁建武

孙摇 萌 (女) 郭摇 安 王摇 毅 钟高稳 王摇 坤

黄摇 璞 宋景西 王宝强

甘摇 肃

王建学 段国强 陈伟忠 赵雄风 刘天绪

李文君 (女) 张成珠 杜盼生 乔高召 (藏族)

马得玉 (回族)

青摇 海

郭摇 莲 (女) 景占春 (女) 喇勇清 (撒拉族)

杨添铭 (藏族) 冯摇 忠 马育林 (回族)

宁摇 夏

朱彦华 任爱民 王建华 张军明

马维军 (回族) 张孝伊 (回族)

新摇 疆

李爱波 别克木尔扎·毛依丁 (柯尔克孜族)

阿依本·木哈买都拉 (哈萨克族) 喜摇 荣 (女, 回族)

张吉军 董衍鹏 付摇 挺 哈建军 马奋勇

支素峰 买买提·塔依尔 (维吾尔族) 郭志国

张摇 青

农业部

谷摇 浩 孔摇 博 金继民 (满族) 李兵芳

郭兴峰 宁晓山 祝世坤 (女) 唐春生 左摇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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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云飞 朱献岭 刘火城 兰爱珍 (女, 畲族)

汪军亮 丁严奎 周摇 明 黄建明 (女) 沈胜坚

廖其智 孙泽富 杨摇 萍 (女) 唐纪梅 (女, 土家族)

达瓦玉珍 (女, 藏族) 王锦涛 孙摇 帅 赵摇 平

何培雄

邮储银行

田小虎 陈伟强 江卫军 李全喜 付立强

黄建华 梁摇 波 吕志明 张摇 赢 (女) 王立科

吴淑艳 (女) 陈忠何 张育贤 高喜刚 孙世超

丁国柱 (回族) 邹继峰 苏付标 郝江波

摇 主送: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农业 (农牧、 农村经济) 厅

(委、 局、 办),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

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

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农业局。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农业部各有关负责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科技教

育司。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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