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东县县、乡（镇）、村河长、河段长

公示名单

县 河 长：王兆成 王景章

县级河长：徐 铭 徐正非 朱贵海



乡（镇）河长名单：

鸡东镇： 杜 翀 陈 伟

哈达镇： 代江宏 殷云海

东海镇： 李 生 杨耀峰

永安镇： 王立明 徐云翔

兴农镇： 蔺树坤 徐云宁

鸡林乡： 汪东泳 姜京哲

平阳镇： 陈春雷 魏明军

下亮子乡：李融力 曹志新

向阳镇： 林永福 陈长发

明德乡： 杜宏宸 金光勋

永和镇： 王海涛 刘 斌



乡（镇）级河长、河段长名单：

鸡东镇： 张庆宝 田海军 田万东 孙继桐 赵淑华

吴国娟 郝洪澄 周加波 孙丽丽

哈达镇： 崔延伟 郑玉峰 张军堂 田 海 陈淑娟

邹国成 陈海涛 张春欣

东海镇： 郭晓东 闫洪文 韩振东 王建勋 郭清波

李 琳 朱大雷 张春静 吴连江

永安镇： 孙树峰 贾龙梅 张春桂 李 健 张日初

吴延宇 王 颖 李旭升 李连清

兴农镇： 姜 雷 文富贵 杨晓飞

鸡林乡： 姜立新

平阳镇： 马 祥 沈鸿军 陈庆祥 杜春虹 郑殿斌

曹海龙 殷德著 邓宝泉 徐景宽

下亮子乡：杜春辉 郑 会 王宏志 金延涛 孙立国

温晓东 于洪伟

向阳镇： 高雪梅 王熙武 舒建民 赵光辉 闫庆双

贾文臣 刘维宏 赵国海 刘永涛

明德乡： 崔 凯 孟繁录

永和镇： 孙 伟 高景贵 宋秀伟 赵海凤 刘金海

田 浩 荣海波 罗 辉



村级河长、河段长名单（一）：

鸡东镇：

鸡东村：高文福 勇鲜村：崔春国 黄东日

明俊村：韩永春 石河北村：刘喜金 朴忠玉

德胜村：王显平 古山子村：肖世春 马振忠

保中村：李洪春 良种场村：李永富 李 原

红胜村：李君山 徐国库 新峰村：金正日 高豪俊

光荣村：陈长春 荣华村：杨兴会 杨兴海

张家村：王志友 陈洪军 银峰村: 姚玉山 庞文清

银东村：李忠文 齐国良

哈达镇：

哈达村：王 波 于长龙 先锋村：于保先 刘金发

太阳村：张春平 张清河 东风村：张国栋 李令鹏

杏花村：李云峰 李财恩 山河村：李宏伟 李春富

程家村：韩宝键 董吉利 双保村：高世英 何永权

青山村：赵树凯 王海全



村级河长、河段长名单（二）：

东海镇：

新泉村：姜恩山 李贵明 长兴村：宋秀仁 苏长生

高峰村：葛首峰 齐立明 幸福村：张海英 郑文龙

新生村：张春福 惠福龙 兴隆村：刘玉龙 李连春

发展村：杜长福 刘振军 东升村：邹丽君 李洪岩

东海村：韩亚巍 朴志学 群英村：郇家成 王金福

新华村：杨后文 董 维 建设村：赵永庆 卢明星

长山村：曹连海 张柏臣 永远村：范洪宇 高鹏飞

永泉村：罗兴和 赵广财 兴国村：吕长仁 张 鸣

永安镇：

永丰村：付传喜 林玉明 永红村：车永才 谢兴光

永宁村：孙永才 永安村：王国春

永平村：张翰林 崔景峰 永东村：肖全清 于 军

永政村：王 福 王福贵 永新村：张万高 贾成思

永生村：魏兴国 韩文学 永乐村：高贵才

永丽村：金 柱



村级河长、河段长名单（三）：

兴农镇：

红旗村：李山喜 李山喜 奋斗村：宋玉波 邱月明

太平村：刘胜龙 徐传辉 四海村：龚安民 朱显友

东宝村：臧胜利 邹玉峰 兴农村：李 民 孙国军

兴林村：李华柱 王满生 富强村：邵立生 孙元生

双山村：王建国 李香林

鸡林乡：

东兴村：李春山 金基哲 鸡林村：李明哲 都武松

进兴村：李成珠 姜哲浩 永光村：李永男

前进村：玄永华 吴京波 东明村：金光明

平阳镇：

新发村：宿桂芬 前卫村：许国斌 杨哲林

河南村：崔太峰 平阳村：肖云龙 马桂玲

新城村：杜晓峰 向 慧 牛心山村: 李海辉 张 文

永隆村：王清山 王才华 永发村：李春利 袁显付

金城村：邱淑芹 杨春林 金生村：李成金

永长村：吕佩春 永兴村：杜玉海 赵 勇

希贤村：王洪兴 姜树臣 富国村：于 江



村级河长、河段长名单（四）：

下亮子乡：

正乡村：李忠华 孔来来 下亮子村：郭亚忠

新立村：赵玉春 金宝龙 久太村：谭 德 龙德湖

复兴村：李宏斌 姜天广 裕国村：张少龙 迟海文

西庄村：李殿臣 牛 和 亮鲜村：申忠权

长庆村：王振林 杜晓军 柳河村：林占权 史春利

四排村：孔祥坤 左英军 三排村：赵景志 马占华

综合村：李云福 裕民村：裴金海 赵喜卫

向阳镇：

曲河村：肖 奎 关宝玉 通街村：李明星

向阳村：王文国 张全和 联合村：李 财 聂孝民

红星村：李长国 卫国村：姜子君 王 阳

忠信村：刘景龙 陈立军 东河村：杜丛军 张永强

古城村：于喜武 杜志海



村级河长、河段长名单（五）：

明德乡：

明德村：孟庆海 更新村：任洪成 李长臣

建政村：朱兴忠 董玉昌 立新村：吕金林 吕 辉

曙光村：金光植 北河村：李海生

红火村：文成范 五星村：朱明道

永和镇：

永和村：李义云 李富臣 公平村：李海艳 庄永贵

永胜村：宋 坤 刘兆友 新和村：孙宝财 张国昌

新安村：张金生 赵 福 新乐村: 韩冬成 武万林

永庆村：肖永明 赵志军 林安村：吉延庆 郭金山

东安村：朱永军 孙茂兴 东进村：金永武 孙志忠

长安村：宁显红 李万义 保安村：徐春录 王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