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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红（女）鹰潭市亨得利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罗东香（女）贵溪市雄石街道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王晓帅 江西渥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 军（女）鹰潭第三医院法定代表人
游振根 江西省贵溪市消防救援大队副政治教导员
李军辉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实验初中校长
祝正誉 鹰潭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吴超勇 中共鹰潭市委办公室职工
饶必武 鹰潭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余志群 鹰潭日报社社委会办公室主任
桂有金 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农村公路综合服务站职工
魏 毅 鹰潭市人民检察院副县级检察员
朱国平 鹰潭市余江区黄庄乡峨门村朱家小组理事长
杨先圣 贵溪市盈丰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果玲 贵溪市周坊迎春笋竹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舒太明 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龙虎山镇鱼塘村委会副主任
张康康 江西水晶光电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艾先元 鹰潭市信江新区江北街道周塘村扶贫车间职工
欧阳爱兰（女）江西梦娜袜业有限公司缝头工

赣州市

饶宇欢 赣州金环磁选设备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主任
杨善平 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瑞公司生产技术主管
何 军 赣州市德普特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黄丽娟（女）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居龙潭水电厂电气专工
杨朝辉 赣浙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主任
朱 二 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郭胜春（女）江西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生产主管
曾 勇 乐丰电机（赣州）有限公司注塑部课长
黄英海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安子钨锡矿副矿长
古世娣（女）安远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环卫工
吴 杨 赣州稀土（龙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机电基建部部长
徐 欣 全南晶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黄德文 江西省鑫盛钨业有限公司机修班长
陈久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定南县分公司投递员
贺永峰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兴国县供电分公司副经理
李 全 江西永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工程师
杨玉山 赣州市安和供电服务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黄柏服

务站班长
宁文斌 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副部长
梅仁钦 江西省寻乌润泉供水有限公司管道工
朱小芸 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设备主任
邱建民 赣州嘉通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兼副总经理
涂爱鹏 赣州稀土龙南冶炼分离有限公司萃取班长
杨建强 赣州城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项目部经理
屠志斌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变电检

修中心五级职员
叶 钧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IP技术副总监
段小芸（女）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赣州卷烟厂操作工
黄小清 江西铁山垅钨业有限公司风钻（兼爆破）工
徐春雅（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邮区中心局网运

组织管理员
高秀琴（女）赣州经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 冲 谱赛科（江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监
王成军 信丰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蔡 榕（女）勤业工业（龙南）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范名涵 江西国兴集团百丈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王 强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宁都县供电分公司副经理
陈香兰（女）江西省于都县自来水公司营销部、客户部部长
谢 欢（女）江西省佳惠宝实业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
曾 涛 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丽荣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
汪晓蓉（女）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三康庙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犹淦 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工会主席
唐春山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刘学春 赣州市南康区蓝天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欣 赣州中科拓又达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丛举 江西龙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桂芗（女）赣州市耀宗家政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林 赣州应用技术职业学校校长
钟 瑾（女）赣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卫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
姜贤根 赣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 辉 江西省烟草公司赣州市公司党组书记、经理
陈 华（女）赣州市章贡区解放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组织委

员兼统战委员
赖华平 赣州市南康区市政管理处主任
李小平 赣州市赣县区公安局梅林派出所教导员
黄仁国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第二中学总务处副主任
蔡 群（女）大余县水城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林 卿 上犹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
田长荣 江西省崇义中学教师
邵应花（女）江西省安远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廖力生 江西省龙南中学教师
钟传玉（女）中共全南县委信访局局长
宁俊明（女）国家税务总局定南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副局长
廖顺尧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扶贫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钟凤娣（女）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东韶初级中学副校长
高宏伟 于都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谢爱平 瑞金市金都小学校长
崔年红 江西省会昌中学校长
黄才发 江西省寻乌中学科研处副主任兼科技中心主任
黄海参 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
王玉椿（女）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勇平 赣州市司法局蓉江新区分局局长
杨 俊 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所长
陈海英（女）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DNA室主任
曾庆祥 赣州市水产研究所副所长
魏 新 江西赣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负责人
吴一丁 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
凌巍炜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数理教研室主任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谢晓英（女）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左涛文 瑞金市象湖大道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一班副班长
赖卫国 赣州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陈智钢 江西省赣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李 鑫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何新平 中共于都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火生 赣县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赣县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

黄继苹 中共宁都县委常委
陈建伟 安远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郭春香（女）赣州市章贡区水西镇永安村村民
杨小仁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安福乡罗陂村石杵二组村民
邓大庆 瑞金市黄柏乡脐橙协会党支部书记
欧阳海华 安远县橙皇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赖秀英（女）信丰县康丰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廖长生 江西蒙山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钟世清 赣州市橙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蓝玖连（女）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赤土畲族乡十里村村民

委员会妇联主席
钟国梁 赣州市赣县区南塘镇南塘村党支部书记
邱富平 于都县岭背镇岭背村党支部书记
钟同灵 瑞金市九堡镇九堡圩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蔡芳金 江西气体压缩机有限公司压力容器厂焊工
俞 娟（女）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二车间灯检组长
韩南生 赣州谷翼崎科技有限公司后勤主管
李青青（女）信丰阳点晾衣架店总经理
卢致祥 大余县青龙镇联合村卫生健康室执业医师
赖余胜 龙南县京利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长
李益军 全南县大吉山镇人民政府护林员
方德玉 兴国县茶园乡富足村卫生所乡村医生
廖竹生 宁都县航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谢恒连 赢家时装（赣州）有限公司生产班组长
黄治亮 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动力设备科科长

宜春市

孟 游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动力总成事业
部主任工程师

刘艳阳（女）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QC组组长
简佑平 江西思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甘细英（女）江西五洲医药营销有限公司仓储部部长
张继辉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丰城市供电分公司七级职员
柴 方（女）佛吉亚歌乐电子（丰城）有限公司外联组经理
黄建华 江西和美陶瓷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工会主席
刘志芳 江西江钨硬质合金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朱中华 江西东邦药业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汤伟清 奉新赣锋锂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邹爱标 龙工（江西）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建平（女）江西省金三角陶瓷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梁光生 上高裕盛工业有限公司专案经理
李如高 匹克（江西）实业有限公司职工
叶 磊 宜丰县宏伟机械厂职工
付天学（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铜鼓分公司营业部主任
龙 英（女）江西锦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内勤主管
凌丹华 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检修车间副主任
李信光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尚庄煤矿机电车间副主任
刘韵璇（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行

宜春南路支行代理负责人
黄金秀（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宜春分公司

集团客户经理
刘美鹏（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丰城市分公司

网点经理
黎奇航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公司营业部主任
潘艳妍（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纪委

驻宜春市分行纪检组副组长
刘小兵 江西欣飞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月萍（女）江西百岁山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黄 勇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宜春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
熊厚礼 宜春市袁州区秀江街道高士社区网格员
黄淑华（女）丰城市剑光街道中山巷社区党总支书记
梁 杰 高安市筠阳街道关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宜芬（女）铜鼓县阳光益智康复中心主任
钟红英（女）万载县康乐街道北门社区党委书记
李美玉 广东兴发铝业（江西）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小平 江西星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小华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苏宁 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定粮 江西江龙集团鸿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小晖 江西圣牛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欣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石油分公司

党委副书记
李腾飞 宜春市财政局综合规划科科长
吴 平 宜春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杨文涛 江西省宜春市第三中学校长
万 雄 江西省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街道宜兴社区党委书

记、工会主席
万苏春（女）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妇联主席
李 凡（女）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
习小刚 中共宜春市袁州区委组织部远程教育办主任
张 虹（女）樟树市永泰镇党委书记
曾晓红（女）丰城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彭学华 丰城市孺子学校校长
邓 宏（女）丰城市荷湖乡敬老院院长
曾桂林 丰城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谢仁华 靖安县林业局林业调查设计队队长
温 宁 奉新县上富镇党委书记
邹 鹏 奉新县人民医院大内科党支部书记、内一科主任
雷慧娟（女）高安市中医院院感科副主任
黄力鹏 国家税务总局高安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灵辉 江西省上高二中校长
胡优荣（女）上高县锦阳小学教师
傅智仁 宜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况细平 铜鼓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荣启 万载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党支部书记、队长
朱华军 万载县扶贫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欧阳春 国家税务总局宜春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股长
范惠珍（女）宜春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李林海 宜春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
卢小勇 樟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仁顺 江西宜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主任
郭孟萍（女）宜春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刘玖禄 靖安县双溪镇马尾山村村民
付爱平 江西恒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黄振华 靖安县七彩桃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黄映艳（女）万载县绿森园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何小明 宜春市袁州区明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彭 勃 樟树市兴翔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
邹福权 丰城市景松家庭农场场长
罗荣华 上高县荣尧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姚慧锋 宜丰县稻香南垣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徐梓建 高安市石脑镇港背村党支部书记
周庆绪 铜鼓县永宁镇八亩村党支部书记
朱冬茂 江西省万载县双桥镇绍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舒火妹 江西丰顶山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护林员
曾建华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冲压班班长
涂苏波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陈晴午 江西大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部长
邓秋生 江西新阳陶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行政部主任
邓 卫（女）江西宜丰国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组长

上饶市

许小英（女）江西利丰鞋业有限公司针一组组长
蒋道忠 上饶市广信区忠信彩印厂高级工程师
陈安东 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徐厥通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丰卷烟厂车间主任
吴晓明 江西月兔丰华彩印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
吴木忠 江西玉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建华 弋阳县城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水电保障组组长
吴伯瑶 江西省东沿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杨 芳（女）江西省德兴润泉供水有限公司城南客服部负责人
何红浪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婺源县供电分公司紫阳

供电所所长
丁文军 江西省万年县珍珠科学研究所所长
吴慧艳（女）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余干县供电分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胡 威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鄱阳县供电分公司配电

带电作业班班长
李 丹（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鄱阳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周常旺 江西东方豹紧固件有限公司职工
徐勇兵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晶硅制造部副总经理
黄建国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水泥厂水泥车

间保全工段工段长
李华山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中心总监
谢文艳（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公司业务经理
郑栋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上饶分公司集团

客户部见习助理
胡 军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上饶供电分公司输电管

理中心输电带电作业班班长
陈庆刚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永平铜矿选矿厂副厂长
胡陈溶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上饶市信州区供电分公

司党委委员、副经理
江 兵 上饶市信州区广源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横峰县

分公司经理
吴小红（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弋阳分公司政企营业

部主任兼客户经理
倪 平 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冶炼厂厂长
马 帅 江西天然气鄱阳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
刘丽琴（女）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横路社区党委书记
姜奕杨 余干楚东医院外科医生
杨 羿 上饶市蓝天救援队队长
方 凯 玉山县玉台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德发 江西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凤仙（女）上饶市鼎鑫金属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智刚 江西德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柏青 江西昌硕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佘贻谋 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俊 上饶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向阳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上饶供电分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
管建伟 上饶市信州区手工业合作联社主任
芦 茜（女）上饶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黄德水 上饶市广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包晓辉 上饶市广丰区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汪志真（女）上饶市广丰区大南镇党委书记
陈 斌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中医院党委书记
汤哲荣 国家税务总局玉山县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赵 薇（女）江西省横峰县公安局姚家派出所所长
易 明 国家税务总局弋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富波 铅山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汤 晖 铅山县公安局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
李建平 德兴市中医院院长
万长远 江西德兴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组织人事局局长
方忠伟 婺源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彭建兵 万年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刘国安 余干县人民医院院长
曹曙明 国家税务总局鄱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徐 燕（女）鄱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金桂凤（女）江西省鄱阳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周 亮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董团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赖信伟 江西省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局局长
甘 露 上饶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徐如胜 上饶市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王志文 中国人民银行上饶市中心支行科长
刘旭涛 中共上饶市广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周建华 余干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侯小仙（女）上饶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智江 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伟明 方志敏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弋阳县委副书记
钟顺良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莲荷乡蔡家村村民
胡同福 万年县陈营镇石李村村民
徐冬莲（女）上饶县恒臻竹业有限公司经理
何欣能 婺源县明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素芳（女）余干县青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国彬 玉山县三清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志宏 弋阳县宏远综合养殖场场长
欧建平 铅山县葛仙山乡巨龙双畈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夏清华（女）江西万年清华珠宝有限公司珠宝鉴定师
韩少波 余干县波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汪有明 鄱阳县古县渡镇福鑫生态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戴永红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赋春镇甲路村党支部书记
俞国忠 中共江西省三清山风景名胜区三清乡引浆畲族村

党支部书记
卢 芳（女）上饶市玉山县怀玉乡玉峰村党支部书记
叶建辉 上饶市信州区叶建辉雕刻中心技术总监
陈道俊 上饶县陈道俊雕刻艺术经营部经理
杨文广 上饶市杨文广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汤德军 江西博能上饶客车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樊 翔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一线职工

吉安市

龚王忠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模具研磨车间生产组长
肖中华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井开分公司TFT2事业

部高级经理

康兴东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研究室主任
郑朝辉 摩比通讯技术（吉安）有限公司技术员
汤志敏 江西大圣塑料光纤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肖武生 吉安市公路局吉安分局办公室主任兼永阳养护中

心副主任
宋娟娟（女）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吉安新干石

油分公司东方红加油站职工
邹佛生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机修班长

廖慧安 江西玉峡药业有限公司传统饮片工作室主任

何满云 江西泰和大北农饲料有限公司车间班长

郑丽琼（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和支行客户经理

刘隽健 江西昌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吉安南养护所清

障理赔员

宋建平 江西开元安福火腿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

束立新 江西液压件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长

刘发明 永新县三湾林场象形分场工区主任

孔祥谦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井冈山卷烟厂副主任技师

秦文华 江西长运吉安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公交车驾驶员

欧阳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有线

中心集客项目售前支撑

赵学林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渠道运营中心

培推经理

彭新平 江西浒坑钨业有限公司凿岩工

曾赵锦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吉安供电分公司营销部主任

刘节明 江西省丹青先生雕刻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欧阳剑清 江西省吉安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

段安南 江西燕京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 勤（女）万安县芙蓉镇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琼瑛（女）吉安市庐陵新区禾埠街道崇文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陈朝飞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丽萍（女）江西绿洲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保钧 江西科华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小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

曾思民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蒋淑兰（女）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传远 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陈志刚 吉安市吉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彭艳华（女）吉安市吉州区文山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办干部

肖玉蓉（女）吉安县海尔希望小学校长

周凤梅（女）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逸夫小学副校长

杨小良 新干县采茶剧团团长

徐晓明 江西省永丰县中医院内三科主任

胡唐武 峡江县司法局马埠司法所所长

焦海洋 江西省吉水中学教师

罗启明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中医院肾病科主任

袁华墅 泰和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郭 青（女）万安县人民医院内三科护士长

薛开明 遂川县戴家埔中心小学校长

朱建光 安福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世力 国家税务总局安福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钟小飞 国家税务总局永新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永根 江西省永新县永安中学教师

肖新民 吉安市庐陵新区禾埠街道敬老院院长

袁水生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方敏军 吉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宣教科副科长

杨莉仁 吉安市农村能源管理站站长

王迎庆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朱润根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中心小学教师

曾繁富 井冈山农业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

邱 瑜（女）吉安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彭夏英（女）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村民

梁庭清 遂川县碧洲镇良岗村村民

史小六 永新县六月果歌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卫东 江西绿强农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 军 江西省万安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根群（女）吉安市青原区喜来富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邱旭东 峡江县金坪绿丰果业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汪贵全 吉水县绿荷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彭培发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丁江镇双橹村党支部书记

罗 晓 万安县枧头镇茅坪村党支部书记

杨 铭（女）红板（江西）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主管

李红平（女）江西省深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生产部主管

刘明生 吉安市优特利科技有限公司聚合物一车间主任

黄科梅 裕元（安福）制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抚州市

邓红娥（女）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范 敏 燕京惠泉啤酒（抚州）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

熊国华 国网崇仁县供电公司运维抢修队队长

徐志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黄县分公司人保员

吴 敏（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丰分公司职工
谢长英（女）江西隆昌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质检主任
李启亮 江西帮企陶瓷有限公司技术员
杨建军 江西博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省级技术中心主任
芮建林 江西瓯锦实业有限公司技术职工
汪长妹（女）金溪县星球电器有限公司可调车间一组职工
乐和青 江西省东乡润泉供水有限公司工程施工部部长
喻 全 江西高信有机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员
王道参 江西圣农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曾宇峰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金溪县供电分公司党委

党建部主任

黄致远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于杨青（女）江西荣胜艺术有限公司雕刻师

王国平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机电组长

谢远泰 丰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广昌食用菌研究所所长

邱小梅（女）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务段抚

州车站主任客运值班员

陈晓英（女）乐安人和商行总经理
丁亚雄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宏飞鞋厂厂长
乐 凯 抚州市曹山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付海平 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主任
方 婷（女）抚州市临川金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建明 江西达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恩斌 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 华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抚州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龚继平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抚州供电分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章志华 国家税务总局抚州市临川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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