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四川省环保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

单位: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各部门(单位)涌现出了一大批为我省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弘扬先

进、树立典型,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构建“大生态、大环保”的

工作格局,省政府决定授予成都市公安局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等 99

个单位四川省环保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杜艳等 100 名同志四

川省环保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再创佳绩。 希望全省广大干部职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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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四川,创造无愧于时

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开创四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四川篇章而继续奋斗!

附件: 四川省环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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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环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先进集体(99 个)

成都市

成都市公安局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

成都市金牛生态环境局

成都市龙泉驿生态环境局

成都市金堂生态环境局

自贡市

自贡市委目标绩效办

自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自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公安局

攀枝花市西区生态环境局

仁和区前进镇人民政府

泸州市

泸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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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泸州市合江生态环境局

泸州市纳溪区环境监察大队

德阳市

德阳市生态环境局

德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绵阳市

绵阳市生态环境局

绵阳市北川生态环境局

涪城区城郊街道办事处

广元市

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广元市苍溪生态环境局

广元市朝天生态环境局

利州区白朝乡人民政府

遂宁市

遂宁市委编办

遂宁市委目标绩效办

遂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内江市

内江市生态环境局

内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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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

乐山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乐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

沐川县水务局

南充市

南充市纪委监委机关

南充市公安局

南充市农业农村局

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

宜宾市

宜宾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

宜宾市翠屏生态环境局

宜宾市筠连生态环境局

广安市

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安市邻水生态环境局

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

达州市

达州市纪委监委机关

达州市大竹生态环境局

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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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

巴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巴中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雅安市

雅安市纪委监委机关

雅安市委组织部

雅安市生态环境局

眉山市

眉山市生态环境局

眉山市青神生态环境局

丹棱县农业农村局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乐至县农业农村局

阿坝州

阿坝州环境监察支队

阿坝州小金国有林保护局

小金县沃日镇木栏村村民委员会

甘孜州

甘孜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甘孜州审计局

甘孜州稻城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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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

甘洛县人民医院

凉山州德昌生态环境局

凉山州盐源生态环境局

省直部门、相关单位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值班室)

省人大城环资委办公室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

省政协办公厅人口资源环境处

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改革督察处

省委编办五处

省直机关工委办公室

省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

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

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

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

财政厅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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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

生态环境厅宣教中心

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处

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与管理处

审计厅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处

交通运输厅航务管理局

省国资委社会责任处

水利厅水资源处

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

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

省统计局能源环境统计处

省信访局办信一处

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安全监管处)

省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

四川日报时政社会部

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办公室

先进个人(100 名)

成都市

杜　 艳(女)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与资源综合

利用处处长

杨　 通(拉祜族)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与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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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处四级主任科员

易德怀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处一级主任

科员

卢未兰(女)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环境保护处二级主任

科员

朱登华(女)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生态环境和城市管

理局七级职员

黄永欣 成都市郫都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永红 成都市新津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自贡市

廖　 胜 自贡市水务局城乡污水处理科副科长

杨　 洋 自贡市荣县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朱　 军 自贡市富顺生态环境局局长

攀枝花市

胡建荣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郑信德 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

和安全管理科科长

白　 羽 盐边县环境监测站站长

泸州市

黄　 璐(女) 泸州市生态环境局综合科科长

陈顺梅(女) 泸州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科长

李　 鹏 泸州市江阳生态环境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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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才 泸州市龙马潭生态环境局局长

德阳市

靳　 军 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管理

科科长

曾　 勇 德阳市广汉生态环境局局长

陈　 勇 德阳市旌阳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绵阳市

余淑蓉(女) 绵阳市三台生态环境局局长

汪伦擎 绵阳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支队执法监察

科副科长

赵志强 绵阳市信访局办信科科长

张明东 游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广元市

罗来柏 广元市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主任

张　 磊 广元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程师

王朝学 广元市城市供排水事务中心主任

王明江 广元市旺苍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遂宁市

赵齐宣 遂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　 海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科长

内江市

马　 炬 威远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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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成金 内江市东兴生态环境局局长

高　 敏(女) 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科长

乐山市

管德祥 乐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二级主任科员

魏　 堃(女) 乐山市市容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中心资源

循环利用基地办公室主任

唐　 平(女) 乐山市司法局立法科科长

杨　 武 乐山市五通桥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书记

南充市

庞　 旭 南充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与对外合作

科科长

谭权鑫 南充市高坪生态环境局九级职员

许　 飞 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宜宾市

姚　 娟(女) 叙州区南岸街道办事处四级主任科员

王　 秋(女) 宜宾市南溪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郭真明 高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曾　 燕(女) 宜宾市江安生态环境信息监控中心九级

职员

广安市

谌　 均 广安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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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颖(女) 广安市华蓥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达州市

康国华 达州市万源生态环境监测站十一级职员

罗清云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调研

科科长

巴中市

王晓峰 巴中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付绍川 巴中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

苟福君 巴中市通江生态环境局一级科员

雅安市

吴　 彤 雅安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马　 波 芦山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

李从浩 雅安市林业局资源保护监督科科长

眉山市

赵友中 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何向东(女) 东坡区万胜镇党委书记

黎　 刚 仁寿县北斗镇党委书记

资阳市

邓发潮 资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蒋　 拯 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乡环境卫

生管理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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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

吕　 勇(藏族) 茂县凤仪镇党委书记

祥秋夺吉(藏族) 若尔盖县红星镇党委书记

甘孜州

成小荣(藏族) 甘孜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一级

科员

苏红梅(女) 国家税务总局泸定县税务局二级主任

科员

江友发(彝族) 甘孜州森林草原专业灭火第一大队(九

龙)大队长

凉山州

薛文贵(藏族) 凉山州生态环境局局长

马光明 凉山州冕宁生态环境局局长

省直部门、相关单位

车金富 省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四级调研员

胡晟子 省委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

秦国庆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副处长

杨　 川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副处长

罗　 明 省政协办公厅人口资源环境处一级主任

科员

沙之杰(彝族) 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副处长

谷　 莹(女,白族) 省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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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九 省委编办二处二级主任科员

刘　 蓉(女) 省直机关工委二级调研员

汪友才 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一级调

研员

邓　 涵(女) 经济和信息化厅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处

二级主任科员

邓　 燕(女) 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蔡文开 科技厅农村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　 军 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五支队十三大

队教导员

熊亚飞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　 文 财政厅农业农村处一级主任科员

马　 龙(回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表彰奖励与任免处

二级主任科员

罗秀兵 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

肖　 杰 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李耀奎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综合

科科长

李春阳 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监督检查科

主任

梁　 峰 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安士龙 住房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二级主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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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李　 刚 审计厅办公室会计师

沙玖州(彝族) 省地方电力局(四川省河湖保护局)一级

主任科员

黄正昕(女) 省农村能源办二级主任科员

李青松 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朱　 敏 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站一级主任

科员

张　 彪 省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处一级主任

科员

李　 娟(女) 省广电局宣传处副处长

陈　 阳 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处四级调

研员

冯建东 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遥感科科长

袁　 园(女)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玉泉幼儿园园长

邓文英(女) 四川省税务局资源和环境税处一级主任

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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