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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文件

孟政发〔2019〕15 号 签发人：李建华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霍玉洪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

县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共孟连县委关于赵新祥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孟

委〔2019〕38号），经 2019年 3月 22日县人民政府党组第三次

会议研究，提请：

霍玉洪 任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免去县教育局局长职务；

杨迎华 任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免去县农业和

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

赵 虹 任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免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局长职务；

邓兴杰 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免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孟连傣族拉祜

族佤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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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职务；

李 勇 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免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局长职务；

杜双全 任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免去县林业局局长职务；

郭江春 免去县外侨办主任职务；

附件：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霍玉洪等同志任免职议案的说明

孟连县人民政府

2019年 3月 23日

孟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3月 23日印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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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霍玉洪等同志任免职议案的说明

孟连县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共孟连县委关于赵新祥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孟

委〔2019〕38 号，经 2019 年 3 月 22 日县人民政府党组第三次

会议研究，就霍玉洪等同志任免职事宜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下面，我简要介绍霍玉洪等同志的基本情况：

霍玉洪，男，汉族，1971 年 4 月生，云南保山人，大学文

化，1995年 8月参加工作，1998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政府教育

督导室主任。拟提名霍玉洪同志任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提请任免

职的主要理由：按照《中共孟连县委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实施意见》《孟连县深化县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孟连县党政

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为能更好的对接联系工作，

确保改革期间部门职能平稳交接、队伍平稳过渡、工作平稳推进。

现提请霍玉洪同志为县体育教育局局长，免去县教育局局长

职务。

杨迎华，男，彝族，1975 年 9 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6年 7月参加工作，199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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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名杨迎华同志任

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免去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局长职

务。提请任免职的主要理由：按照《中共孟连县委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孟连县深化县级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孟连县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为能更好

的对接联系工作，确保改革期间部门职能平稳交接、队伍平稳过

渡、工作平稳推进。现提请杨迎华同志为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

局局长，免去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

赵 虹，女，汉族，1972 年 9 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无党派人士。现任孟连县文体广电

旅游局局长。拟提名赵虹同志任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免去县文

体广电旅游局局长职务。提请任免职的主要理由：按照《中共孟

连县委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孟连县深化县

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孟连县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发生新

的变化，为能更好的对接联系工作，确保改革期间部门职能平稳

交接、队伍平稳过渡、工作平稳推进。现提请赵虹为县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免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职务。

邓兴杰，男，汉族，1971年 11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1年 7月参加工作，2000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拟提名邓兴杰同志任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免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职务。提请任

免职的主要理由：按照《中共孟连县委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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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实施意见》《孟连县深化县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孟连县党

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为能更好的对接联系工

作，确保改革期间部门职能平稳交接、队伍平稳过渡、工作平稳

推进。现提请邓兴杰同志为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免去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局长职务。

李 勇，男，汉族，1978 年 6 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5年 12月参加工作，2001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名李勇同志任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免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提请

任免职的主要理由：按照《中共孟连县委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实施意见》《孟连县深化县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孟连县

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为能更好的对接联系工

作，确保改革期间部门职能平稳交接、队伍平稳过渡、工作平稳

推进。现提请李勇同志为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免去县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杜双全，男，汉族，1978 年 9 月生，重庆万县人，大学文

化，1999 年 8 月参加工作，无党派人士。现任孟连县林业局局

长。拟提名杜双全同志任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免去县林业局局

长职务。提请任免职的主要理由：按照《中共孟连县委关于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孟连县深化县级机构改革实施

方案》，孟连县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为能更

好的对接联系工作，确保改革期间部门职能平稳交接、队伍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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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工作平稳推进。现提请杜双全同志任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免去县林业局局长职务。

郭江春，男，傣族，1968 年 10 月生，云南孟连人，大学文

化，1986 年 12 月参加工作，2002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外侨办党组书记、主任。拟提请免去郭江春县外侨办主任

职务。提请免职的主要理由：因工作需要，并经县委、县政府统

筹研究，现提请免去郭江春县外侨办主任职务。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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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玉洪同志基本情况

霍玉洪，男，汉族，1971 年 4 月生，云南保山人，大学文

化，1995年 8月参加工作，1998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政府教育

督导室主任。

主要简历：

1995.08—2000.09 孟连县民族中学任教

2000.09—2006.10 孟连县第一中学任教

2006.10—2008.01 孟连县红塔中学任教

2008.01—2011.01 孟连县红塔中学校长

2011.01—2013.03 孟连县教育局副局长

2013.03—2014.07 孟连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2014.07—2015.06 孟连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县委县直机关

工委委员

2015.06—2015.07 孟连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2015.07—2017.07 孟连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政府

教育督导室主任

2017.07—今 孟连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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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迎华同志基本情况

杨迎华，男，彝族，1975 年 9 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6年 7月参加工作，199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主要简历：

1996.07—1998.07 孟连县南雅乡工作

1998.07—2007.01 孟连县农业局工作，其间：2001.06任副

局长，2002.04兼任茶办主任

2007.01—2008.10 孟连县勐马镇工作，其间：2007.01任党

委副书记、镇长，2007.11任党委书记

2008.10—2010.08 孟连县农业局副主任科员

2010.08—2011.11 孟连县芒信镇党委副书记

2011.11—2013.02 孟连县国土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2013.02—2016.11 孟连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6.11—今 孟连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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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虹同志基本情况

赵 虹，男，汉族，1972 年 9 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无党派人士。现任孟连县文体广电

旅游局局长

主要简历：

1991.07—1993.02 孟连县芒信镇岔河小学任教

1993.02—2011.01 孟连县幼儿园工作，其间：2006.06任

园长

2011.01—2013.04 孟连县旅游局副局长

2013.04—2016.11 孟连县政府接待处主任

2016.11—2019.03 孟连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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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兴杰同志基本情况

邓兴杰，男，汉族，1971年 11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

化，1991年 7月参加工作，2000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主要简历：

1991.07—1993.09 孟连县农牧局甘蔗站工作

1993.09—1995.03 孟连县白糖厂农务科工作

1995.03—2001.11 孟连县法院工作

2001.11—2005.04 孟连县法院办公室主任

2005.04—2008.04 孟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2008.04—2009.07 孟连县娜允镇党委副书记

2009.07—2013.04 孟连县政府接待处主任

2013.04—2015.10 孟连县旅游局局长

2015.10—2016.10 孟连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党

总支书记

2016.10—2017.04 孟连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

2017.04—2017.07 孟连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

2017.07—今 孟连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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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同志基本情况

李勇，男，汉族，1978年 6月生，云南景东人，大学文化，

1995年 12月参加工作，2001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孟连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主要简历：

1995.12—1998.12 步兵第三十八师师直侦察连、武警三

十八师侦察连服役

1998.12—1999.05 在家待业

1999.05—2006.03 孟连县南雅乡工作，其间：2002.04任武

装部长

2006.03—2007.11 孟连县景信乡专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副乡长

2007.11—2009.07 孟连县景信乡纪委书记

2009.07—2010.02 孟连县残联副理事长

2010.02—2011.03 孟连县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2011.03—2013.10 孟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

2013.10—2016.10 孟连县委督查室主任

2016.10—2016.11 孟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2016.11—今 孟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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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双全同志基本情况

杜双全，男，汉族，1978 年 9 月生，重庆万县人，大学文

化，1999 年 8 月参加工作，无党派人士。现任孟连县林业局局

长。

主要简历：

1999.08—2002.12 孟连县富岩乡林业站工作

2002.12—2007.12 孟连县富岩乡副乡长

2007.12—2013.04 孟连县林业局任副局长

2013.04—今 孟连县林业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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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江春同志基本情况

郭江春，男，傣族，1968年 10月生，云南孟连人，大学文

化，1986年 12月参加工作，2002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孟连县外侨办党组书记、主任。

主要简历：

1986.12—1987.12 孟连县公安局见习民警

1987.12—1990.01 孟连县公安局孟连派出所办事员

1990.01—1996.05 孟连县公安局孟连派出所科员

1996.05—1998.04 孟连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科员

1998.04—2004.07 孟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2004.07—2008.07 孟连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大队

长（副科级）

2008.07—2013.04 孟连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

（正科级）

2013.04—2015.10 孟连县外侨办主任

2015.10—2017.06 孟连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兼

外侨办主任

2017.06—今 孟连县外侨办党组书记、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