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

入选人员名单（479 人）

北京市（6人）

贺玉玲 北京妫水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 全 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张 强 北京创新长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大磊 北京市蒲洼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克俊 北京槐井石舍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王唯伊 北京蜜蜂大世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6人）

胡金领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郭家沟村

孟凡全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

韩克胜 天津洛基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赵绍军 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赵庄子村

王宝义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

李 锁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毛家峪村

河北省（20人）

王现增 河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孙良君 沧州神然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

刘文福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滦阳镇铁门关村

任东海 平山林溪谷农宅旅游专业合作社

梅 静 河北听松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杨卫青 河北水岸潮白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金 松 河北古早清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国壮 秦皇岛国世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陈春芳 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村

刘金国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南桥镇东安太庄村

路景涛 河北云乡居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乔章友 河北绿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董连吉 秦皇岛乡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刘会林 容城县月霖园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王 淼 永清县艳阳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

薛春美 衡水盐河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张翼飞 顺平县望蕊鲜桃农民专业合作社

高玉双 河北省唐山迁安市杨店子镇高引铺村

李晓东 尚义县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李朋飞 兴隆县天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15人）

张保玉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宇文村



刘建平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岔口村甘泉进村

刘文杰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艾镇下洲村

邢万里 山西贾家庄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牛扎根 山西上党振兴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连水 乡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左增文 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城建局（退休）

王天亮 山西皇城相府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班保胜 山西省华辰高科农业观光集团有限公司

周向阳 山西省阳泉市城区义井镇小河村

石建忠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孙家庄镇王炭咀村

郭兴峰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段村镇横坡村

刘才万 山西津渡旅游有限公司

王文周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桥上乡大河村

秦海宝 山西省高平市寺庄镇文化站

内蒙古自治区（15 人）

孔 威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村

张 平 赤峰市好客雷营子文化旅游公司

王宇飞 内蒙古鑫洋手工制品有限公司

武天财 察右前旗古营盘文化大院

乌日尼勒图 锡林郭勒盟乌日尼勒沙艺民族文化发有限公司

张 军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巴彦敖包嘎查



齐晓景 科右前旗展翼种植专业合作社

白双龙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原 博 内蒙古觉爱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贾宏伟 内蒙古牟尼乌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梁 勋 内蒙古土默川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王红英 内蒙古奥威蒙元马文化生态旅游区有限责任公司

巴图格西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布拉格嘎查

巴雅尔图 内蒙古游牧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张天明 阿尔山市昊达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15人）

毛正新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大梨树村

罗天成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

韩国华 本溪市小市一庄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王树军 阜新市黄家沟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王 军 沈阳市杨城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青松 大连市德风善水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柴晓辉 沈阳市春田花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吕景海 鞍山市辽宁老院子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张忠有 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北井子镇獐岛村

张力公 锦州市北镇市大龙湾客栈

邹永康 营口市盖州市永康生态山庄



齐友贵 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东梁镇吐呼噜村

王绍永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刘二堡镇前杜村

唐廷波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水泉镇水泉村

王 光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得胜街道得胜村

吉林省（14人）

李天民 吉林省辽金时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蔡 雪 舒兰市农丰水稻专业合作社

陈淑丽 吉林省敦化市江源镇二合店村

钱洪满 四平市洪满农民画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姜赢鑫 辉南县三合乡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睢凯麟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默归然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鞠卫东 吉林省绿村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张剑鹏 吉林省剑鹏马城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咏梅 吉林省桦甸市公吉乡文化站

罗哲龙 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

韩 丽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

刘 福 通化县兴林镇河里抗日纪念馆

王 芳 吉林省坤圣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丽善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圣山阿里郎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15 人）

黄彦辉 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

邱晓旭 漠河市北极村拾叶知悠精品民宿

王向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吉兴乡综合文化站

于 璐 伊春岭尚欲雪民宿酒店有限公司

王 彬 富锦市福祥年村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李朝举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永勤乡人民政府（退休）

刘玮玮 肇源县古恰镇百果园家庭农场

李东辉 兰西县康荣乡康农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郭占江 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祯祥镇综合文化站

李凤侠 海伦市海南乡李凤霞文化大院

田作林 勃利县田园音乐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 静 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沿江乡东光村

李金星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平阳镇金生村

王丽君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通河镇建设村

赵秀娟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双河镇永峰村

上海市（5人）

瞿新昌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人民政府

葛军辉 上海金山嘴渔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宇荛 明珠富想川沙（上海）民宿文化有限公司

李颖佳 山闻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朱惠根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张马村

江苏省（20人）

胡 斌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冶山街道文化和体育服务中心

王统扬 连云港老海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潘春华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

刘德宝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

汤 槿 江苏汤氏园林有限公司

陈 峥 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马桥镇徐周中心村

丁雪其 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

方 武 江苏方武盆景艺术有限公司

姜庆香 南京大金山风景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吴岳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山联村

李 蹊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

仲春明 溧阳南山花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程 宏 江苏远见控股集团

吴惠芳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

周 健 南通洲际绿博园有限公司

胡明江 洪泽老子山镇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蒋书红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文化广电服务中心

张兴香 仪征江扬天乐湖温泉养生庄园有限公司

王理德 宿迁市龙王庙行宫文物管理所



瞿桃林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张浦镇金华村

浙江省（20人）

张卫荣 杭州那月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徐敏利 湖州荻港徐缘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章亚萍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与文化产业促进中心

郑巨双 温州鸣山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陈青松 浦江县诗画乡旅开发有限公司

吕科建 景宁畲族自治县如隐精品民宿有限公司

余仁洪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朱月祥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人民政府

蒋晓锋 浙江谷堆乡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姜浩强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林镇下姜村

章何兵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潘家浜村

奚斌辉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朱齐鹤 温州君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陈建伟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前仓镇大陈村

周功斌 遂昌蚂蚁民宿管理有限公司

郑初一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

张高俊 舟山红钳蟹海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陈孝形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塔后村

王 策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白塔镇人民政府



林金仁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

安徽省（20人）

马彩娣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常坟镇综合文化站

薄战士 安徽省博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景红 安徽八公山泉豆腐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李学兵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池河镇综合文化站

宰银国 安徽省天长市文化馆

田孝琴 安徽田孝琴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程新凤 黄山区汤口镇山岔云上精品民宿客栈

魏 涛 黄山小住一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刘 浩 安徽三瓜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赵洪波 亳州市谯城区润耕家庭农场

杨长岭 安徽木一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郑振焕 安徽金丝楠宫博物馆

余野萍 金寨县胭脂农庄

张志稳 安徽鼎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孙 俊 马鞍山市金色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俞云峰 安徽马仁奇峰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王静华 安徽云岭星火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周 红 安徽铜草花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永安 岳西县养生鞋业有限公司



江胜霞 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嬉子湖镇蟠龙村

福建省（19人）

叶林青 福建绳武楼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谢建东 龙人古琴文化投资（长泰）有限公司

林文溪 福建兴隆香业有限公司

罗锋平 清流乡野古坊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方丹丹 政和县然汐小筑民宿

赖佳明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小池镇培斜村

黄振键 宁德市霍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孔春霞 柘荣县孔春霞剪纸艺术馆

翁官修 福建迎春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陈俊雄 厦门市海沧区院前济生缘果蔬专业合作社

洪水平 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

叶明东 泉州市志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王桂平 明溪观鸟生态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张钟徵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中村乡顶太村

郑国增 莆田市绿源名贵植物开发有限公司

黄向东 福建省小密酒业有限公司

陈青梅 南平市建阳区卧龙湾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范初浩 福建通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黄木春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朋口镇瑶里村



江西省（20人）

陈育平 鹰潭东瑞实业有限公司

丁永发 萍乡市湘东区永发皮影演艺团

陈 琴 江西省山高水长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尹晓文 永新县鹃花皮具箱包有限公司

杨国其 乐安县同犇小康养殖专业合作社

刘玖凰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新民乡乌溪村

曹锦钟 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胡云华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良山镇下保村

李先尧 赣州市景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黄小勇 江西省铭鸿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彭园兰 贵溪市罗河青年赣剧团

彭 健 江西健航实业有限公司

黄国平 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姜 伟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双井村

黎绍华 袁州府乡村旅游协会

黄乾明 兴国山之家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胡小根 新余市新星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陈传平 分宜县陈氏民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吴羽风 浮梁古县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刘厚仕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黄洲镇新福村



山东省（19人）

李传英 山东汉唐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孟昭泰 莱州昭泰食品有限公司

程银贵 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

刘书联 山东省荣成市宁津街道东墩村

孙 胜 山东不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卞成飞 山东省金昇工艺品有限公司

张目松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高庙王镇前仓村

徐凤秋 巨野县鲁西书画院

刘永峰 济南市白云湖荷香芦苇工艺品有限公司

王延强 山东省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村

赵胜建 淄博博山幽幽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 浩 滕州鲁班天工木艺有限公司

王美香 山东任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戴瑞德 山东金宝集团有限公司

田 彬 山东等闲谷艺术粮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赵 军 山东龙腾竹泉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徐 义 德州奥德曼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孙春香 邹平县明集镇西闸村苗家粗布坊

韩国瑞 山东粮画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20人）

胡青举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大郭镇胡桥村

祖建军 柘城县杂技团

张相彬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文化馆

王志慧 南阳归零文化村实业有限公司

崔明军 方城县柳河乡风光曲剧团

曹社路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街道东坡村

周全喜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

赵海亮 巩义市曌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高正标 开封菊花高新科技产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刘海峰 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

梁 群 河南省金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宋楷战 河南省憨刀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

张益智 林州市万泉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连红利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龙翔街道十二会村

冯志河 平舆县蓝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桂千红 禹州大鸿寨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时兴荣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四通镇时庄村

江建军 河南大别山西河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王中锋 河南汉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冠初 河南万基实业集团



湖北省（19人）

李 军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村

徐声仕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格栏坪村

张 立 京山马嘉领农业科贸游侠公司

张绍银 鄂州市张裕钊文化园

夏发旺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厦铺综合文化站

刘守红 利川市肉连响民族文化传艺馆

邓友谱 仙桃市雅儒堂麦秆画艺术有限公司

李祖灿 湖北省潜江市积玉口镇古城村

刘合伍 大冶市龙凤山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闵洪艳 湖北省襄阳县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

李厚春 枝江市布布升布艺有限公司

向长双 秭归县圣天观集团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瞿婉霞 湖北花与渔食品有限公司

曾祥甫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王义贞镇综合文化站

徐志新 湖北省燕儿谷生态观光农业有限公司

闻彬军 湖北先秾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雷于国 湖北裕国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贾晓舫 湖北方舟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邹士梅 神农架林区梅子民宿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21人）

何万忠 常宁市瑶园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小云 湖南自驾友云山露营旅游有限公司

何雄军 郴州市大布江拼布绣有限公司

陈夏云 东安溪水以南休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石 罡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粟田梅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村

吴方才 涟源市方才梅山棕编工艺品有限公司

石 佳 湘西七绣坊苗服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彭焕新 长沙沃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皮 青 湖南慧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邹祥文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十都镇密花村

尹慧文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八团乡卧龙村

周汉宇 湘潭宇昌工艺伞业有限公司

李凤鸣 新宁县崀山凤鸣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彭双全 湖南西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 炜 澧县华城彭山旅游度假庄园有限公司

陈玉林 张家界五号山谷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张青娥 安化梅山文化生态园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李杨泉 资兴市白廊镇湖隐松间度假酒店

彭育晚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

钟 飞 湖南红石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15人）

魏惠君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文化馆

贾东亮 广宁县八一生态农场

邹钢民 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阳城镇水口村

邓雄华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吴喜荣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河溪镇潮乐社

潘静雯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沙田镇下埔村

符小密 广东丹霞印象集团有限公司

陈 宇 广东茂德公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杨太利 广东省湛江市民俗文化研究会

黄影祥 翁源县八泉文化传媒工作室

周永燊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文化站

杨云锋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虾山村

江炳贤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沙涌村

余彦雄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叶塘镇鸭池村

周先武 广州市科创园艺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20 人）

贺定钰 广西金壮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覃桂新 上林县清水河鱼王生态农庄特色农业观光园

韦清花 三江县清花锦绣文化传承有限公司

徐向前 贺州市杨晋记豆豉有限公司



罗起跃 凤山县巴腊猴山大圣种养专业合作社

邓勇康 广西巴马仁寿源旅游养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文颖熛 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李绍军 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

伍关宗 广西四野牧业有限公司

李伊园 广西柳州彩云苗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粟浩频 兴安县牧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建忠 广西桂林市恭城牛路头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潘保玉 广西桂林市龙胜县龙脊镇大寨村

农华安 蒙山县永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孙荣贵 北海廉州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周华锋 贺州市天洲茶叶有限公司

汪 斌 宜州区龙珠山庄有限公司

韦进山 贵港市灵龟宝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德贤 广西南宁市横县校椅镇青桐村

欧飞辉 梧州市石表山休闲旅游风景区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3人）

王 斌 海口天堡嘉圆实业有限公司

黄 阳 海口美兰连理枝渔家乐餐馆

郭文旭 海南火山口公园有限公司



重庆市（8人）

蒋绍国 重庆知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余家友 重庆品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 健 重庆大圆祥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申希泉 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

彭文清 重庆康寿无花果开发有限公司

张幸福 重庆纵深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李则民 重庆清迈农业有限公司

邱兴明 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

四川省（20人）

王作平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丹棱镇桂花村

蒋乙嘉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拱市联村

万 学 南充市高坪区斑竹竹艺有限责任公司

李清泉 成都陶工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降拥彭措 德格县藏艺通通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程秀芳 若尔盖县唐克王府大酒店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熊国秀 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小学（退休）

朱剑锋 广安川东民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钟东泉 自贡彩灯之乡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姚 菓 盐边县永兴镇山水盐泉度假村

罗章明 古蔺县蔺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黄 锐 四川乐途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曾 跃 平武县祥宇养业有限公司

黄 地 广元曾家山滑雪场有限公司

崔建明 资中县星天池农业观光旅游有限公司

邹云长 四川省金荷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李 科 兴文全域旅游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廖梓婷 四川秀岭春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何 杰 芦山夼河旅游有限公司

何有洪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李家镇关上村

贵州省（20人）

陶正学 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陈虹池 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曹以杰 贵州青蓝紫富硒茶业有限公司

徐 源 贵州夜郎风文化有限公司

石良中 六盘水市彝源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陈 梅 贵州梅子留香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

符其浩 铜仁市碧江区众望生态休闲园

杨杜娟 贵州黔森源竹编工艺厂

李月亚 贵州遵义九天仡佬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杨建飞 遵义众和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石丽平 贵州省松桃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李朝彬 遵义市汇川区朝彬娄山古镇渡徦村

王需昌 遵义道桥农业博览园有限公司

陈 琴 凯里市季刀苗族文化传播中心

王 秋 贵州叁秋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王光州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扬武镇争光村

王胜宝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兴仁镇王家村

王代明 贵州省施秉县马溪佛顶山庄

石传英 台江县浩邓民族银饰刺绣有限责任公司

郑晶晶 贵阳市南明区叁柒壹民宿

云南省（20人）

刀向梅 新平花腰傣手工艺品制作服务中心

李有亮 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攀枝花乡洞浦村

郁伍林 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

张扎啊 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

段崇武 丽江他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卢红丽 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镇大石房村

黄佑田 昭通市名樱庄园有限公司

赵振金 丽江振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寸文辉 鹤庆老寸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蔡 伍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石梯村

赵宗铭 剑川县盐道马帮文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付明荣 景洪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陈亚忠 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朱剑非 红河创森高原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施高样 大理市海峰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姚国伟 丽江姚园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陈跃国 芒市回贤五加峰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陈宝荣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街道大营街社区

关玉祥 丽江玉泉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梅志宏 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西三镇文化广播服务中心

西藏自治区（10人）

何 平 柳梧和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小索顿 西藏格藏青稞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巴 桑 乃东区民族哗叽手工编制专业合作社

德吉旺姆 米林县派镇公尊德姆旅游专业合作社

次仁拉姆 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古乡巴卡村

琼 达 拉孜吉祥扎木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旦增称来 西藏江卡尔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罗布占堆 西藏罗占民族手工艺发展有限公司

次仁杰布 隆子县卓尔巴文化有限公司

桑 珠 西藏山南加查达布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20人）

齐永丽 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咀头镇白云村

吴纪亮 三原天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李云南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马咀村

车敏亮 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王寨社区

付昭瑞 城固汉文化匾额博物馆

杨卫东 陕西都得利农林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勇 陕西天宇润泽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维斌 延安惠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乔 敏 宝鸡鼎顺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何忠信 西安市长安区何家营鼓乐传习所

薛忠堂 西安金龙峡风景区旅游有限公司

卢效平 陕西亿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吕海东 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

陈春苗 临渭区巧娘草编手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

柴桂周 子洲县西峰山庄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爱国 佳县大美石窑农牧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冯德富 汉中市张骞文化经贸商会

田洪涛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文化馆

邓有财 柞水终南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高康宁 陕西司马迁旅游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15人）

杨海军 甘肃富申民俗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

祁 辉 定西农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朱彦杰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岸门口镇街道村

张财国 民乐县金阳光建设实业集团

杜国宏 张掖市万家科技信息化服务有限公司

杨新奇 秦安县女娲故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高作旺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袁家湾村

郭维平 景泰水沟湿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马尚学 甘肃大漠营盘商贸有限公司

蒋璋元 甘肃省玉门市黄闸湾镇泽湖村

罗小龙 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曲奥乡

马万荣 卓尼县萬荣洮砚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何 仁 甘肃名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红芳 庆阳红芳刺绣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胡小锋 甘肃锦绣凤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省（9人）

完德尖措 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

鲍武章 青海乡趣卡阳户外旅游度假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卓玛杰 海南州布绣嘎玛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东 林 青海海滨藏城生态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任臣义 互助县葱花香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培东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朔北乡边麻沟村

李连和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卯寨

白玛群加 囊谦藏黑陶文化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高向斌 青海柴达木农垦莫河骆驼场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9人）

张言志 宁夏西鸽酒庄有限公司

张 璟 银川美术馆

张 萍 宁夏杞菊红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梁 云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

鲍彪虎 隆德盘龙山庄

卜文俊 隆德县魏氏砖雕有限公司

包立新 宁夏正鑫源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杨佳年 宁夏隆德杨氏彩塑艺术有限公司

牛树静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 人）

王秀珍 吉木乃县幸福石头村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

尹贵龙 哈密市域龙时光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艾尔肯·麦麦提

阿瓦提县刀郎农民画专业合作社



艾尔肯·吾甫尔

柯坪县联合众为木制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兰 新 高昌区木卡姆葡萄庄园

饶 彬 新疆丝路印象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杨志刚 伊犁万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仝兆树 新疆塔城地区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苏分局

杨 成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小拐乡

马 亮 新疆伊犁州伊宁市塔什科瑞克乡阿依墩村

阿卜杜拉·伊卜拉伊木

新和县依其艾目克乡加依嘉音乐器农民专业合作社

王秀芳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长山子镇马场湖村

郑保红 博湖县西海生态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依力哈木·热依木

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十二木

卡姆传承中心

买提玉素甫·阿不拉

于田县阿日希乡欢乐园休闲旅游度假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 人）

周 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二二二团冰湖水库水管所

姜海燕 新疆军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郑 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五团五连工会



苏兴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师一八五团三连

刘雯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一四一团中学

陈爱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家渠市老年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