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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共 50 个）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连民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王泥浜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周泾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聚源桥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黄桥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南杨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金山工业区高楼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和睦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北双村村民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
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科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青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管理科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村镇建设科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服务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上海市崇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妇女发展部
上海谷杰粮食专业合作社
上海群超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马陆葡萄研究所
上海永大菌业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交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枫泾九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弘阳农业有限公司

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玉海棠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发展处（乡村发展处）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乡村规划处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专班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秘书处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长江禁捕执法工作专班
上海大学上海市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木果树研究所
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
上海地产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思尔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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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乡村振兴先进个人
（共 100 名）
沈 彪
季 群（女）
杨世华（女）
吴子明
沈树卿
金建强
徐丹萍（女）
刘源源
沈 波
陶力峰
孙 炜（女）
彭雷辉
沈引新（女）
黄 东
管仕忠
孔 丽（女）
张晓雯（女）
张 刚
张丹凤（女）
杨冬卫
朱明泉
倪晓清
周海霞（女）
姚亮亮
金 红（女）
张育全
陈 锋
周 良
张明法
徐国军
张燕华（女）
张曹民
居 易（女）
高红亮
俞 虹（女）
褚爱弟
吴 芳（女）
刘 奕（女）
季凤英（女）
姚李超
阮玉凤（女）
黄 梅（女）
张 毅
陈 琼（女）
袁红艳（女）
何杨阳
张春辉
张 华
唐 偲（女）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新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大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湄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工业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沈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海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五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打铁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徐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仙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界浜村村委会副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党群办主任兼新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党委书记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农村事务管理中心主任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科员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农艺师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中共青浦区委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推进办公室一级主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农村发展科科长、
高级兽医师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
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种植业与农机办主任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农业综合发展科科长
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财政所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村镇建设科科长
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促进科科长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局长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上海市金山区社会救助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主管护师
上海市青浦区城市建设综合管理所副所长
上海市松江区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红艳山鸡孵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土是宝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佘农稻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敏蓝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徐俊雄
孙菁旌（女）
张 雪（女）
施 豪
谈华峰
夏国海
顾敏华
刘雪峰
彭长儿
张正飞
山佳明
贾 超
汪 睿（女）
管晓玲（女）
罗 强
石 宇
郭笑捷（女）
刘中正
张 瑞
崔巍峥
张婷婷（女）
周继评
鲁宇闻（女）
汪 琦（女）
赵贤豹
林希茜（女）
周浙峰
畅金学
黄小力
张九虎
费双波
严 菁
袁 波
邓 泓（女）
王成辉
黄 莹（女）
杨益萍（女）
殷 玮（女）
唐 浩
刘登国
陆雪林
丰东升
吴书俊
张安宁
梁蔚浩（女）
樊斌琦
史艳姝（女）
夏敏慧（女）
杨晓未（女）
严海波
倪伟华

上海瑾雄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今粹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华宇西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崇明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航馨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正义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临港奉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安全质监部经理
上海博海餐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海彭世菇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崇明支公司总经理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党建工作协调处）副处长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社会稳定处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副研究员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市场运行调控处（市副食品管理办公室）副处长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基层基础工作指导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二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
上海市财政局农业处四级调研员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村镇建设处三级主任科员、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村镇建设处副处长
上海市水务局农村水利处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三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二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监督管理处副处长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上海市统计局地区统计处（农村统计处）一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城市更新和房屋安全监督处三级主任科员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设施养护监督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高级工程师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生态系系主任、副教授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项目管理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城乡居民保险业务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二级调研员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土规划设计分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科技管理办公室职工、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牧科科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发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
上海市林业总站果树管理科副科长、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气候中心农业气象科副科长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发展联络部二级主任科员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花卉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光明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米业事业部总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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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
上海市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50 个上海市乡村振
兴先进集体、
100 名上海市乡村振兴先进个人获表彰。
>>>详见 2 版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结合本市实际，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充分彰显都市乡村价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发布。
>>>详见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