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伊川县离任村干部汇总表

序
号

乡镇
（街道）

姓名 性别 村别 任职年限 任职类别

1

城关街道

（6人）

郭武军 男 城关街道三龙口社区 主任：1985.11-1997.12 村委主任B档

2 董长会 男 城关街道古城寨社区
书记：2000.08-2011.12、

2014.04-2020.09 支部书记B档

3 郭庭武 男 城关街道南府店社区 主任：2001.12-2020.12 村委主任C档

4 代庭军 男 城关街道董村社区 主任：1981.03-1991.10 村委主任A档

5 张森娃 男 城关街道瓦东社区 主任：1982.12-1993.12 村委主任A档

6 何社干 男 城关街道野狐岭社区 书记：2005.10-2014.10 支部书记A档

7

鸦岭镇

（34人）

曹延森 男 鸦岭镇曹窑村 主任：2012.02-2021.02 村委主任A档

8 康务君 男 鸦岭镇柿树洼村 主任:1984.07-1990.07 村委主任A档

9 陈书学 男 鸦岭镇鸦岭村 主任：1988.11-2011.11 村委主任B档

10 俞中立 男 鸦岭镇高沟村
书记：2017.01-2020.12；
主任：2006.03-2015.05 村委主任A档

11 康清全 男 鸦岭镇康沟村 书记：2012.02-2021.04 支部书记A档

12 康玉发 男 鸦岭镇康沟村 主任：1983.01-1988.12 村委主任A档

13 亓连卿 男 鸦岭镇老虎洼村 主任：1991.10-2001.03 村委主任A档

14 许海森 男 鸦岭镇许沟村 主任：1975.06-1982.06 村委主任A档

15 许遂学 男 鸦岭镇许沟村 书记：1998.02-2021.01 支部书记C档

16 董红欣 男 鸦岭镇温庄村 主任：1982.02-2001.09 村委主任B档

17 陈揪子 男 鸦岭镇贾寨村 主任：1991.03-2003.03 村委主任B档

18 陈万楼 男 鸦岭镇贾寨村 书记：1995.11-2020.12 支部书记C档

19 陈海山 男 鸦岭镇贾寨村 主任：2005.03-2011.03 村委主任A档

20 尚见青 男 鸦岭镇尚家沟村 主任：1995.01-2020.12 村委主任C档

21 张振标 男 鸦岭镇黑羊村 书记：2015.01-2020.12 支部书记A档

22 董黑子 男 鸦岭镇代瑶村 书记：2003.06-2010.06 支部书记A档

23 曹红森 男 鸦岭镇殷桥村 主任：2014.12-2021.12 村委主任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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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鸦岭镇

（34人）
殷万留 男 鸦岭镇殷桥村 主任：1983.03-1989.10 村委主任A档

25 尹志千 男 鸦岭镇殷桥村 书记：1981.01-1987.12 支部书记A档

26 殷万四 男 鸦岭镇殷桥村 支书：2002.03-2021.01 支部书记C档

27 曹信堂 男 鸦岭镇曹坡村
书记：2016.06-2020.12；
主任：2008.10-2016.05 村委主任B档

28 曹孟彬 男 鸦岭镇曹坡村 书记：2003.11-2016.05 支部书记B档

29 孙长进 男 鸦岭镇西窑村 书记：2014.06-2020.12 支部书记A档

30 李见民 男 鸦岭楼子头村 书记：2002.09-2021.01 支部书记C档

31 赵三红 男 鸦岭镇南姚沟村 书记：2009.04-2021.01 支部书记A档

32 董公民 男 鸦岭镇郑窑村 主任：1990.01-1998.11 村委主任A档

33 张根倍 男 鸦岭镇下沟村 主任：1999.06-2020.12 村委主任C档

34 赵   选 男 鸦岭镇西沟村 主任：1983.04-1989.04 村委主任A档

35 李社听 男 鸦岭镇叶沟村
书记：1983.01-1989.12，

1992.03-1997.10 支部书记A档

36 李改正 男 鸦岭镇叶沟村 主任：2008.01-2014.11 村委主任A档

37 李金聚 男 鸦岭镇叶沟村 主任:2001.12-2007.12 村委主任A档

38 李金定 男 鸦岭镇叶沟村 主任：1991.10-1997.12 村委主任A档

39 刘东法 男 鸦岭镇梁刘村 主任：1984.04-1991.12 村委主任A档

40 张仁义 男 鸦岭镇樊店村 主任：2001.03-2008.03 村委主任A档

41

高山镇

（15人）

穆顺郎 男 高山镇穆店村 书记：2005.08-2016.04 支部书记A档

42 刘会民 男 高山镇常海山村 书记：2008.05-2021.02 支部书记B档

43 方永绪 男 高山镇方沟村
书记：2003.05-2012.05；
主任：1993.10-2012.05 村委主任C档

44 方乐秀 男 高山镇方沟村 书记：2012.06-2018.06 支部书记A档

45 姚喜森 男 高山镇湖南村

书记：1980.04-1982.03；
1988.10-1992.02；

主任：1982.03-1988.10
村委主任A档

46 梁三滚 男 高山镇湖南村
书记：1995.12-1999.02；
主任：1988.10-1995.12 村委主任A档

47 梁荣坡 男 高山镇湖南村
书记：1982.03-1988.10；
主任：1980.04-1982.03 支部书记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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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高山镇

（15人） 梁正立 男 高山镇湖南村 书记：1999.02-2017.06 支部书记C档

49 梁文太 男 高山镇湖南村 主任：1960.01-1980.03 村委主任C档

50 闫胜和 男 高山镇闫洼村 主任：1979.09-1986.08 村委主任A档

51 李来绪 男 高山镇闫洼村 书记：1995.09-2007.09 支部书记B档

52 牛志民 男 高山镇闫洼村 书记：1988.01-1995.09 支部书记A档

53 宁武汉 男 高山镇北张村
书记：2016.09-2020.12；
主任：1986.07-1998.12 村委主任B档

54 宁社会 男 高山镇北张村 书记：1995.11-2002.02 支部书记A档

55 宁君安 男 高山镇北张村 主任：2005.02-2011.03 村委主任A档

56

平等乡

（8人）

田兴敏 男 平等乡张奇庄村 主任：1985.01-1991.05 村委主任A档

57 李西道 男 平等乡姜沟村 主任：1996.04-2002.05 村委主任A档

58 刘虎报 男 平等乡王庄村 主任：1986.01-1992.04 村委主任A档

59 董其会 男 平等乡平等村 书记：2011.04-2017.08 支部书记A档

60 陈军武 男 平等乡龙王屯村
书记：1990.06-2008.07；
主任：1981.05-1990.07 支部书记C档

61 杨卷廷 男 平等乡杨寨村
书记：1996.01-2000.03；
主任：1993.09-1995.12 村委主任A档

62 董红套 男 平等乡东村 主任：1982.03-1991.03 村委主任A档

63 聂留要 男 平等乡马回村

书记：1989.11-1993.12；
1994.09-1997.11；

主任：1986.10-1989.11；
1989.11-1993.12；1997.11-

2006.09

村委主任B档

64

鸣皋镇

(22人)

赵金安 男 鸣皋镇雷沟村 主任：1982.03-1989.12 村委主任A档

65 赵顺卿 男 鸣皋镇雷沟村 书记：1982.03-2020.12 支部书记C档

66 韦聚卿 男 鸣皋镇中章屯村 主任：2000.03-2020.11 村委主任C档

67 李来坡 男 鸣皋镇万沟村 书记：2002.12-2021.03 支部书记C档

68 张来定 男 鸣皋镇万沟村 书记：1993.12-2002.12 支部书记A档

69 李群锁 男 鸣皋镇万沟村 主任：1987.02-1995.08 村委主任A档

70 万正锁 男 鸣皋镇西平村
书记：1993.03-1999.11；

2020.01-2021.01 支部书记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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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鸣皋镇

(22人)

赵全成 男 鸣皋镇贾村
书记：1986.03-1989.10；
主任：1996.03-2002.03 村委主任A档

72 马书民 男 鸣皋镇沿村 书记：1999.02-2010.03 支部书记A档

73 王双安 男 鸣皋镇曾湾村 主任：1991.03-1997.06 村委主任A档

74 王来军 男 鸣皋镇曾湾村 主任：1984.02-1991.02 村委主任A档

75 谢刚明 男 鸣皋镇谢村 书记：2000.03-2009.10 支部书记A档

76 武小锁 男 鸣皋镇武庄村 书记：2002.06-2011.12 支部书记A档

77 武道通 男 鸣皋镇武庄村 主任：1998.11-2008.11 村委主任A档

78 武迎召 男 鸣皋镇武庄村 主任：1989.12-1996.06 村委主任A档

79 武元成 男 鸣皋镇武庄村 主任：1983.10-1989.11 村委主任A档

80 武艮灿 男 鸣皋镇武庄村
书记：1983.10-1989.11；

1998.09-2001.02 支部书记A档

81 武水灿 男 鸣皋镇武庄村 书记：1971.05-1983.09 支部书记B档

82 杨喜功 男 鸣皋镇杨海山村 书记：2009.10-2020.12 支部书记A档

83 蒋遂竹 男 鸣皋镇新寨村
主任：1979.06-1990.06；

2018.03-2021.03 村委主任A档

84 马新治 男 鸣皋镇小桑坡村 主任：1985.01-1998.12 村委主任B档

85 张喜太 男 鸣皋镇下章屯村
书记：1979.03-1985.05；

1995.02-1997.07 支部书记A档

86

酒后镇

（15人）

王全兴 男 酒后镇田园村 主任：1989.03-2009.03 村委主任C档

87 李武机 男 酒后镇新庄村 书记：1978.04-1985.12 支部书记A档

88 瞿龙会 男 酒后镇瞿沟村 主任：1976.01-1985.12 村委主任A档

89 路   康 男 酒后镇高凹村 支书：1993.01-2007.12 支部书记B档

90 宋遂彦 男 酒后镇寺上村 主任：1989.04-1996.08 村委主任A档

91 李永发 男 酒后镇渠旺村
支书：1997.07-

1998.08,2000.10-2011.12 支部书记A档

92 相战社 男 酒后镇下李村

支书：2018.04-2020.10；
主任：1996.05-1998.08，

2008.10-2014.11
村委主任A档

93 张相杰 男 酒后镇白瑶村
支书：1989.09-1991.09；
主任：1985.06-1989.09 村委主任A档

94 马五现 男 酒后镇白瑶村 主任：1979.01-1985.05 村委主任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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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酒后镇

（15人）

杨宾娃 男 酒后翟沟村
支书：1976.01-1983.05；
大队长：1973.04-1975.12 支部书记A档

96 赵二宏 男 酒后镇官庄村

支书：2002.04-2004.04；
村长：1978.03-1984.12，

2002.04-2005.05
村委主任A档

97 杨汉卿 男 酒后镇官庄村

支书：1987.04-1990.04；
村长：1985.01-1987.03,

1990.4-1993.3
村委主任A档

98 杨占学 男 酒后镇黑龙沟村 主任：1993.01-2002.03 村委主任A档

99 王   顺 男 酒后镇黑龙沟村
支书：1974.09-1980.10；
主任：1983.03-1992.12 支部书记A档

100 陈建普 男 酒后镇官庄村
支书：1993.04-

1994.12,2004.05-2010.05； 支部书记A档

101

葛寨镇
（22人）

王翠芳 女 葛寨镇幸福寨村 书记：2005.06-2018.03 支部书记B档

102 李水流 男 葛寨镇西岭村 主任：2005.05-2011.10 村委主任A档

103 赵灵巧 女 葛寨镇王庄村 主任：2002.03-2008.10 村委主任A档

104 李全改 男 葛寨镇西岭村 主任：1992.04-1999.07 村委主任A档

105 王红现 男 葛寨镇王庄村 主任：1967.02-1976.08 村委主任A档

106 班占军 男 葛寨镇王庄村 书记：1988.03-1994.04 支部书记A档

107 朱德勤 男 葛寨镇幸福寨村 书记：1981.01-1988.02 支部书记A档

108 梁红站 男 葛寨镇吉章村 主任：2005.03-2011.12 村委主任A档

109 杨守均 男 葛寨镇沙园村
书记：1990.03-1994.10；
主任：1979.10-1985.11 村委主任A档

110 姚占臣 男 葛寨镇黄庄村 书记：1998.08-2020.09 支部书记C档

111 尚石旺 男 葛寨镇黄岭村 主任：1986.01-2000.01 村委主任B档

112 王东见 男 葛寨镇黄楝树村 书记：2003.07-2009.08 支部书记A档

113 杨武兴 男 葛寨镇黄楝树村
书记：1990.04-1999.05；

2009.09-2018.10 支部书记B档

114 王药信 男 葛寨镇黄楝树村 主任：1991.03-1997.08 村委主任A档

115 刘汉卿 男 葛寨镇张棉村 主任：2004.12-2020.12 村委主任B档

116 吴双太 男 葛寨镇张棉村
书记：2004.12-2016.11；
主任：1996.02-2004.12 村委主任C档

117 史天有 男 葛寨镇张棉村 主任：2001.01-2007.03 村委主任A档

118 候三杰 男 葛寨镇张棉村 主任：2007.02-2015.12 村委主任A档

第 5 页，共 9 页



序
号

乡镇
（街道）

姓名 性别 村别 任职年限 任职类别

119

葛寨镇
（22人）

郭要子 男 葛寨镇黄兑村 主任：2009.02-2015.05 村委主任A档

120 董留刚 男 葛寨镇黄兑村

书记：1985.07-1989.02；
1997.10-1999.12；

主任：1969.01-1977.01
村委主任A档

121 杨双红 男 葛寨镇黄兑村 主任：1977.02-1989.04 村委主任B档

122 侯梦恩 男 葛寨镇张棉村

书记：1992.01-1993.12；
2001.01-2003.12；2015.06-

2021.08
支部书记A档

123

白元镇

（17人）

张志金 男 白元镇夹河村 书记：1986.11-1993.03 支部书记A档

124 张龙君 男 白元镇夹河村
主任：1980.09-1986.10；

1994.07-1997.07 村委主任A档

125 张新会 男 白元镇夹河村
书记：2007.09-2015.01；
主任：1998.11-2015.01 村委主任B档

126 张关尚 男 白元镇夹河村
书记：1980.09-1986.10；

1993.03-1996.07 支部书记A档

127 张新凡 男 白元镇夹河村 主任：1986.11-1993.03 村委主任A档

128 胡海润 男 白元镇水牛沟村 主任：1991.02-2005.01 村委主任B档

129 刘仁才 男 白元镇王耆店村 主任：2005.03-2011.04 村委主任A档

130 王成法 男 白元镇魏寨村 主任：2000.01-2021.01 村委主任C档

131 于念军 男 白元镇吴起岭村
主任：2008.01-2017.02；
书记：2012.12-2020.11 支部书记A档

132 崔孝杰 男 白元镇辛庄村

书记：1980.01-1985.12；
1987.01-1989.12；1994.01-

1997.12
支部书记A档

133 米成斌 男 白元镇辛庄村 主任：2002.03-2015.03 村委主任B档

134 母万顺 男 白元镇良寨村 书记：1999.11-2005.12 支部书记A档

135 常国涛 男 白元镇杨寨村 主任：1973.01-1980.12 村委主任A档

136 杨改申 男 白元镇杨寨村
书记：1989.03-1995.04；
主任：1981.02-1988.04 支部书记A档

137 杨松坡 男 白元镇杨寨村
书记：1998.09-2009.10；
主任：1995.06-1998.10 村委主任B档

138 沈红现 男 白元镇省元头村
书记：2014.12-2020.12；
主任：2014.12-2018.06 支部书记A档

139 郭治平 男 白元镇洁泊寨村
书记：2009.06-2020.11；
主任：1991.03-1999.06 村委主任B档

140

水寨镇

（3人）

岳老万 男 水寨镇上天院村 书记：1983.03-1993.09 支部书记A档

141 周荣欣 男 水寨镇上天院村
书记：2006.03-2016.03；

主任：2005-2009 支部书记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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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水寨镇

（3人）

张干坡 男 水寨镇水寨村 主任：1998.12-2005.03 村委主任A档

143

白沙镇

（7人）

石会元 男 白沙镇石岭村
书记：2008.03-2021.04
主任：1991.02-2001.03 支部书记B档

144 孙军平 男 白沙镇孙岭村 主任：1990.07-1996.10 村委主任A档

145 魏仁杰 男 白沙镇下天院村 书记：1994.03-2013.10 支部书记C档

146 申宣杰 男 白沙镇杨岭村 主任：1999.03-2005.03 村委主任A档

147 李冠军 男 白沙镇银李村 主任：1989.06-1996.01 村委主任A档

148 杨占均 男 白沙镇杨岭村 主任：2005.01-2017.12 村委主任B档

149 赵峰欣 男 白沙镇杨岭村 书记：2015.02-2021.02 支部书记A档

150

半坡镇

（4人）

武青坡 男 半坡镇小郭沟村
书记：1992.06-1995.11；

2004.08-2013.03 支部书记A档

151 鲁火辰 男 半坡镇鲁沟村 主任：1998.11-2004.12 村委主任A档

152 李振国 男 半坡镇半坡村
书记：1991.02-1994.03；
主任：1987.08-1991.02 村委主任A档

153 李颖斌 男 半坡镇半坡村
书记：2018.05-2021.02；
主任：1999.03-2006.04 村委主任A档

154

江左镇

（13人）

井群法 男 江左镇张窑村 主任：2012.02-2018.06 村委主任A档

155 白万钦 男 江左镇白村 主任：1988.03-1998.08 村委主任A档

156 白荣欣 男 江左镇白村 主任：2003.02-2009.06 村委主任A档

157 王节孩 女 江左镇耿村 书记：1990.07-1997.07 支部书记A档

158 王长军 男 江左镇王窑村 书记：1989.10-2018.06 支部书记C档

159 王清海 男 江左镇上王村 书记：1995.11-2018.04 支部书记C档

160 李拴立 男 江左镇张洼村
书记：2008.11-2018.12；
主任：1998.12-2008.11 村委主任C档

161 杜海军 男 江左镇苑庄村 主任：1988.02-1998.11 村委主任A档

162 刘水现 男 江左镇王庄村 主任：1989.03-1998.07 村委主任A档

163 芮松森 男 江左镇乔村 主任：1993.03-2000.03 村委主任A档

164 赵留延 男 江左镇杨沟村
主任：1998.12-2001.12；

2011.12-2018.07 村委主任A档

165 陈天军 男 江左镇杨沟村 书记：1978.02-2013.03 支部书记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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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江左镇

（13人）

程富生 男 江左镇张瑶村
支书：2002.09-2009.12；

2018.04-2020.12 支部书记A档

167

吕店镇

（26人）

万斗子 男 吕店镇海神庙村
书记:1980.01-1986.01；
主任：1993.12-1996.12 支部书记A档

168 姚小留 男 吕店镇姚堂村 书记：1998.01-2004.10 支部书记A档

169 党位民 男 吕店镇后庄村 书记：1997.10-2009.10 支部书记B档

170 姚和军 男 吕店镇姚堂村
书记：1984.07-

1989.12,2005.01-2008.10 支部书记A档

171 张万军 男 吕店镇孙沟村 主任：2003.03-2009.03 村委主任A档

172 范敬斌 男 吕店镇下范村 主任：1991.04-1997.12 村委主任A档

173 邵新建 男 吕店镇孙沟村 主任：2009.03-2015.03 村委主任A档

174 范全章 男 吕店镇孙沟村 主任：1987.08-1997.02 村委主任A档

175 范进功 男 吕店镇孙瑶村 主任：1992.01-1998.09 村委主任A档

176 杨留善 男 吕店镇田院村 书记：1986.06-1994.12 支部书记A档

177 杨钦武 男 吕店镇邵沟村 书记：1990.08-2020.12 支部书记C档

178 杨永立 男 吕店镇邵沟村 主任：1997.01-2011.12 村委主任B档

179 武林标 男 吕店镇张沟村
书记：1998.08-2010.08；
主任：1993.03-1998.08；

2010.08-2020.12

村委主任B档

180 宋振法 男 吕店镇竹园村
书记：1983.12-1989.12；

2001.01-2003.12 支部书记A档

181 袁   需 男 吕店镇下范村 主任：1984.01-1991.03 村委主任A档

182 赵狼娃 男 吕店镇下范村
书记：1984.02-1993.02；

1996.08-2004.06 支部书记A档

183 潘高运 男 吕店镇九洼村 书记：2003.08-2020.12 支部书记B档

184 牛  会 男 吕店镇冯沟村 主任：1990.03-2010.03 村委主任C档

185 魏建须 男 吕店镇于集村 主任：1998.07-2004.08 村委主任A档

186 魏老武 男 吕店镇魏瑶村
书记：2004.04-2007.10；
主任：1989.02-1998.12 村委主任A档

187 范书印 男 吕店镇梁沟村 书记：1997.01-2017.01 支部书记C档

188 温银安 男 吕店镇苏沟村
书记：2005.10-2011.10；
主任：1991.01-1998.01 支部书记A档

189 刘铁山 男 吕店镇丁流村
书记：1979.10-1992.10；

2017.01-2021.01 支部书记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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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吕店镇

（26人）

潘干卿 男 吕店镇翟沟村
书记：2013.01-2018.06；
主任：2006.03-2018.06 村委主任B档

191 张政军 男 吕店镇沟张村 主任：1982.07-1989.08 村委主任A档

192 潘来兴 男 吕店镇翟沟村 书记：1980.02-2012.12 支部书记C档

193

彭婆镇

（18人）

昌   欣 男 彭婆镇杨营村 主任：2002.12-2020.12 村委主任C档

194 张巧敏 男 彭婆镇东高屯村 主任：1998.03-2004.03 村委主任A档

195 万石星 男 彭婆镇曹沟村 书记：1991.04-1998.02 支部书记A档

196 杨景忠 男 彭婆镇彭婆村 书记：1985.01-1998.03 支部书记B档

197 高占北 男 彭婆镇东高屯村
书记：1988.10-1998.06，

2008.02-2015.12 支部书记A档

198 王龙太 男 彭婆镇南寨村 主任：2009.01-2018.05 村委主任A档

199 董孟乾 男 彭婆镇申圪瘩村 主任：2005.12-2018.03 村委主任B档

200 申彦哲 男 彭婆镇申圪瘩村 书记：1996.03-2015.04 支部书记C档

201 刘荣彬 男 彭婆镇东牛庄村
书记：2010.02-2020.12；
主任：2002.02-2018.06 村委主任B档

202 郭绍松 男 彭婆镇郭洼村
书记：1979.05-1987.03；

2003.04-2009.12 支部书记A档

203 席火海 男 彭婆镇申铺村 书记：2000.03-2021.01 支部书记C档

204 李社平 男 彭婆镇靳庄村
书记：1980.12-1988.09；
主任：1992.03-1999.11 支部书记A档

205 张卷柱 男 彭婆镇槐庄村 书记：1978.06-1989.12 支部书记A档

206 李   权 男 彭婆镇靳庄村
书记：1995.11-2002.11；
主任：1971.03-1979.12 支部书记A档

207 申战成 男 彭婆镇靳庄村 书记：2002.11-2020.12 支部书记C档

208 郭虎占 男 彭婆镇南寨村 主任：2002.01-2009.01 村委主任A档

209 高尊立 男 彭婆镇西高屯 书记：2011.05-2017.10 支部书记A档

210 黄建章 男 彭婆镇北寨村 书记：1966.08-1979.03 村委主任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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