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在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为我省

获得优异成绩作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的通报

川府函〔２０２２〕２７０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在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ꎬ四川体育代表团共夺得 ７１ 枚金牌、７４ 枚银牌、６０ 枚铜牌ꎬ竞技

项目金牌数和奖牌数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ꎬ群众体育项目金牌

数和奖牌数位列全国第二位ꎬ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ꎮ

我省残疾人运动员以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品质和良好竞技

水平ꎬ为家乡和人民赢得了荣誉ꎮ 为肯定成绩ꎬ激励先进ꎬ进一步

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ꎬ省政府决定ꎬ对在全国第十

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为我省获得优

异成绩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ꎮ

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ꎬ再接再厉ꎬ不断取得新

成绩、实现新突破ꎻ希望全省残联、体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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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精神ꎬ不断增强做好残疾人体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ꎬ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ꎬ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ꎻ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向受表扬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学习ꎬ积极参与

全民健身计划ꎬ大力弘扬拼搏进取精神ꎬ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再立新功ꎮ

附件: １. 受表扬单位名单

２. 受表扬个人名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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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受表扬单位名单

一、运动员输送地(１２ 个)

成都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德阳市人民政府

绵阳市人民政府

广元市人民政府

遂宁市人民政府

内江市人民政府

南充市人民政府

宜宾市人民政府

达州市人民政府

雅安市人民政府

巴中市人民政府

二、集训单位(２９ 个)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自贡市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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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

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元市残疾人联合会

遂宁市残疾人联合会

内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南充市残疾人联合会

宜宾市残疾人联合会

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龙泉驿区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新都区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温江区残疾人联合会

都江堰市残疾人联合会

邛崃市残疾人联合会

阆中市残疾人联合会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省陆上运动学校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

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

四川省残疾人网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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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赛尔唯体育有限公司

成都市朝阳游泳俱乐部

成都根根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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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受表扬个人名单

一、作出杰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９２ 人)

(一)运动员(６５ 人)

王　 睿(成都) 　 　 　 罗　 能(成都) 　 　 　 姜汶林(成都)

董　 超(成都) 钟怡欣(成都) 方崇燃(成都)

钟　 婕(成都) 张登健(成都) 熊　 丹(成都)

田富刚(成都) 陈忆梅(成都) 孙云勇(成都)

赵惠根(成都) 梁勇明(成都) 范双洪(成都)

李　 静(成都) 王　 霞(成都) 陈玉娇(成都)

牟婉婷(成都) 田中其(成都) 张　 玉(自贡)

赵攀伟(攀枝花) 袁汇相(泸州) 费岸秋(泸州)

彭鑫灿(泸州) 方佳佳(德阳) 谢环宇(德阳)

甘　 俊(绵阳) 王国兵(广元) 涂　 涛(广元)

赵家乐(广元) 董顺江(广元) 张海涛(遂宁)

赵理学(遂宁) 何　 俊(遂宁) 廖仕强(遂宁)

周少奇(遂宁) 伍　 林(遂宁) 李博龙(遂宁)

周　 运(遂宁) 王　 蔚(遂宁) 黄家鑫(内江)

魏　 怡(内江) 罗　 亮(内江) 曾思佳(内江)

王文强(内江) 李张俊(乐山) 易星竹(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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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凯全(南充) 杜　 超(南充) 石　 芯(南充)

郭俊才(南充) 杨春华(宜宾) 蒋林峰(宜宾)

王紫莹(达州) 胡利华(达州) 颜　 港(达州)

刘　 洋(达州) 陈凤梅(达州) 杜　 天(达州)

周红静(达州) 刘本英(达州) 冯朝忠(雅安)

陈一源(雅安) 付顺云(巴中)

(二)教练员(２７ 人)

姜　 华　 郭呷呷　 熊　 非　 唐　 佳　 周再行　 王小风

王　 萍　 沈　 杰　 沈　 平　 冯祖锐　 朱　 琳　 曹林洪

黄永根　 许　 旺　 魏嘉陵　 朱粟成　 王艳霞　 叶相池

杨　 浩　 唐　 波　 刘建伟　 黄　 勇　 严义龙　 党　 倩

曹　 建　 刘　 强　 戴　 睿

二、作出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１４４ 人)

(一)运动员(１１０ 人)

汪　 枭(成都) 党家贵(成都) 王　 芳(成都)

卿　 乔(成都) 李　 昊(成都) 张仕阳(成都)

崔　 奥(成都) 魏　 帆(成都) 张　 杭(成都)

胡　 文(成都) 吴　 鑫(成都) 薛　 军(成都)

陈　 洪(成都) 黄　 琴(成都) 李诗雨(成都)

张春秋(成都) 冯冲花(成都) 张艳琼(成都)

杨　 兰(成都) 曾恒辉(成都) 宋其国(成都)

赵　 潺(成都) 买　 强(成都) 余　 波(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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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平(成都) 郑文杰(成都) 胡海涛(成都)

杨欣雨(成都) 高　 原(成都) 邓小君(自贡)

孙忠菊(自贡) 邹欣宸(攀枝花) 陈相英(泸州)

陈　 瑞(泸州) 李梦霞(德阳) 缪娱欣(德阳)

张兴悦(绵阳) 张泽润(绵阳) 朱　 鑫(广元)

辜婷婷(广元) 权　 悯(广元) 刘　 宏(广元)

李　 敏(广元) 陈　 朋(遂宁) 柏春梅(遂宁)

罗　 川(遂宁) 陈　 微(遂宁) 张文凤(遂宁)

胡霖环(内江) 王　 悦(内江) 王忠玉(内江)

许雪晴(乐山) 杨明勇(乐山) 王梓阳(乐山)

王　 欢(南充) 何　 英(南充) 龙琪文(南充)

邝正梁(南充) 杜庆洪(南充) 赵剑波(南充)

王智明(南充) 姜春元(南充) 谢云臣(南充)

杨　 飞(南充) 李正宇(眉山) 罗　 丹(宜宾)

郭惠民(达州) 赵　 静(达州) 罗　 亮(达州)

魏江来(达州) 肖　 炀(雅安) 李雨财(雅安)

丁梦星(雅安) 余康乐(雅安) 王　 铭(巴中)

陈美均(巴中) 黄腾樟(资阳) 胡家键(资阳)

邓　 怡(资阳) 张右萍(资阳) 陈依洁(资阳)

尚　 婷(阿坝) 高小琴(阿坝) 毛艳芳(阿坝)

马　 聪(阿坝) 王江丽(阿坝) 张世涛(阿坝)

索朗卓玛(阿坝) 曾明秋(阿坝) 苏南拉(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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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玛穷准(阿坝) 四郎志玛(甘孜) 杨西丝(甘孜)

格让曲里(甘孜) 卓呷青章(甘孜) 马庆毅(凉山)

陈亚琳(凉山) 刘　 瑞(重庆) 高一博(黑龙江)

张利刚(黑龙江) 李春旺(黑龙江) 李荣凤(辽宁)

卢非凡(河北) 赵晓鸣(山西) 张治宇(江苏)

朱宁宁(广东) 张欣欣(广东) 陈智慧(广东)

王柳清(广东) 符小净(广东)

(二)教练员(３４ 人)

劳开勇　 夏　 莉　 那宪飞　 罗见军　 刘　 超　 苟冰影

黄晓梅　 陈　 宇　 武连斌　 徐元生　 刘瑰瑾　 陈明毅

王文静　 龙春全　 张　 华　 余思宏　 陈　 强　 陈　 钢

李　 燕　 任艳川　 张　 刚　 牟　 纲　 陈　 涛　 陈　 浩

祁光林　 刘　 蕾　 刘　 明　 向为东　 王正喜　 李　 爽

李春梅　 黄树阳　 彭非飞　 王丽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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