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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俄珠古寺（42 名）：洛松多吉、索巴、洛达、嘎

邓、布珠、尼玛扎巴、巴邓、洛松曲达、加永格来、

阿琼、阿旺群培、昂旺曲热、洛扎、阿旺郎加、丁

增江村、向巴克珠、强巴次仁、阿旺平措、次巴、

美穷、夏多曲培、向巴克珠、加永西热、阿旺达

吉、泽仁旺堆、罗布旺堆、扎西次培、向巴罗布、

美郎江村、斯郎群培、益西丁增、向巴宗珠、洛松

次成、贡秋仁青、加巴、向巴曲扎、卡卓、阿旺扎

西、桑丁、洛土、加永多加、加永克珠

2.江达县（92 名）

青稞寺（58 名）：泽仁顿珠、次成松布、亚玛

嘎朋、江永群培、曲吉西绕、泽培多吉、向巴扎

西、罗松登增、江巴四郎、阿丁、嘎布、次仁顿珠、

四郎塔夏、协珠塔新、土登达吉、罗松永登、江巴

贡秋、旦增曲扎、扎西巴登、次旦、四郎旺堆、罗

嘎、旦曲多吉、索多泽登、亚玛郎堆、曲吉扎巴、

泽丁桑珠、江巴四郎、斯它次仁、旺加、江勇、当

曲扎巴、罗布次仁、洛松曲扎、曲益江村、旦增绕

吉、赤烈曲培、向巴埃沙、土登尼玛、巴嘎、达杰、

罗布群培、贡秋多嘎、江巴深格、麦郎尼玛、益西

才培、其美多杰、索昂格来、土登邓增、登巴然

培、格来美久、索昂求培、向巴巴严、登巴、多杰

泽登、索朗达吉、阿旺丹巴、向罗

木桑寺（34 名）：四郎顿珠、扎罗、曲郎、土邓

真珠、土登索郎、土登旺修、扎西泽邓、曲杰公

布、土邓斯郎、多杰、土邓益多、土邓尼玛、土邓

平措、土邓西绕、土邓洛珠、嘎珠、泽仁郎加、泽

登多吉、泽珠、布聂、久美、土登扎西尼玛、土邓

格来、土邓绕萨、普布、巴邓尼扎、土邓松布、泽

加、江巴江措、普加泽仁、泽仁郎加、江松、土邓

尼玛、白罗

3.贡觉县（44 名）

下塘寺（44 名）：阿多、白玛洛追、阿冲、白

登、阿多、邓多、多吉顿珠、多青、多扎、多卓、冲

桑珠、次仁桑珠、达吉、旦增桑布、达瓦罗布、白

玛桑珠、巴久、巴久、布珠、赤列、根嘎、阿白、根

松拉萨、罗布次仁、晋美多加、索朗拉加、四郎扎

西、土多、四郎次仁、洛追罗布、普巴、其美扎西、

仁青桑珠、日桑、扎桑、益西旺修、扎西次旺、扎

西顿珠、扎多、扎达、扎西朗加、罗布旺堆、尼玛

益西、嘎玛扎西

4.察雅县（106 名）

向康寺（65 名）：阿赤、阿吉、阿旺加村、阿旺

加村、阿旺江村、巴登、巴登曲登、白桑、次登班

久、次仁白觉、次仁顿巴、次仁顿珠、次仁顿珠、

次仁朗加、次仁罗布、次仁四郎、次旺次增、丹增

曲加、丹增群培、旦巴加村、邓巴曲增、邓达、邓

珠巴珠、多多、嘎桑、格顿培吉、加央罗布、江永

达吉、洛桑边巴、洛桑旦增、洛桑邓增、洛桑平

措、洛桑平措、洛桑曲达、洛桑曲培、洛桑旺堆、

洛松江巴、洛松江村、洛追、洛追江村、尼玛江

村、努杰、其罗、曲达、曲邓、热丁扎西、仁青江

才、仁青桑布、桑丁平措、斯朗维色、土邓次仁、

土邓仁青、旺秋、西热多吉、向巴洛珠、向巴平

措、向巴曲旦、益西顿珠、次仁吉美、泽旺群珠、

扎加、扎西、扎西次仁、扎西次仁、扎西热旦

宗沙寺（41 名）：察察、阿加、顿嘎、嘎松扎

西、桑旦、珠拉、扎西尼玛、扎西多吉、扎西泽培、

扎巴、琼琼、益西巴邓、金巴、贡秋邓达、热吉、强

巴、普布、麦郎、洛松桑格、觉阿、加央扎西、嘎桑

旺青、格桑朗加、顿巴、旦增曲扎、泽贡、泽仁邓

如、白多、白扎、阿亚、阿嘎、阿布穷穷、扎西旦

达、坚才郎加、索杰旦增、洛吉、斯朗旦增、热加、

四郎松布、洛顿、索朗彭措

5.芒康县（52 名）

拉贡寺（52 名）：次仁、扎西如登、顿登、格松

曲培、格桑次仁、顿登（小）、次仁旺堆、达瓦、尼

玛登勇、平措、次登、邓增卫色、西绕旺堆、觉昂

次仁、顿珠旺加、昂扎西、斯郎多吉、曲登、郎吉、

次旺、扎西曲培、扎西江措、四郎次仁、扎西曲

扎、尼玛顿珠、次仁（小）、扎西伦珠、仁青顿珠、

次成格松、格松加措、边巴次仁、斯郎平措、扎西

次仁、巴桑尼玛、四郎尼玛、热丁、扎西顿珠、格

堆、次仁尼玛、阿郎、次成江措、扎西曲培、格塔、

罗布顿珠、嘎铁、多杰、格松曲培（小）、益邓扎

西、邓增顶珠、罗布扎西、朗加曲扎、斯朗尼玛

6.左贡县（63 名）

田妥寺（63 名）：扎西江措、巴登、加永尼玛、

扎西达吉、次仁旺修、洛桑达杰、阿旺新巴、洛松

桑登、阿旺益西、丁增西绕、四郎扎巴、向巴曲

松、土登罗布、晋美多吉、土登曲培、洛松郎卡、

扎西尼玛、泽仁旺堆、次巴、扎西多吉、扎西次

旦、洛松赤列、旦增多吉、扎西多吉、曲培、洛松

桑登、土登顿珠、土登觉美、四郎扎巴、丁增曲

培、次仁多登、洛松塔青、江村、洛松美郎、旦增

郎加、登巴、扎西达杰、旦增晋美、洛松索巴、洛

嘎松、群培、郎吉、尼玛、格松尼玛、扎西平措、次

仁顿珠、洛桑尼扎、向巴丁增、洛松土登、洛松松

巴、西热旺修、加永巴邓、格勒多吉、江泽平措、

普桑、洛松江拥、向巴次旺、平措加永、向巴美

郎、向巴扎西、次巴多吉、洛松顿珠、向巴扎西

7.八宿县（185 名）

八宿寺（185 名）：阿旺赤列、阿旺赤列、阿旺

次成、阿旺次塔、阿旺邓达、阿旺顿珠、阿旺江

措、阿旺江措、阿旺江措、阿旺江措、阿旺曲久、

阿旺塔巴、阿旺桑布、阿旺土道、阿旺卫色、阿旺

扎巴、阿珠、巴登曲琼、巴桑布多、布嘎、布鲁、成

列多吉、成列桑培、成列索朗、赤列、赤列索巴、

次成邓达、次成群久、次成它西、次成杨平、次

达、次旦郎加、次登久美、次邓罗布、次加、赤列

洛布、次仁达吉、次仁罗布、次仁占堆、次松、次

旺巴久、次旺旦增、次旺郎加、次旺曲培、旦平、

旦增、旦增、旦增尼玛、旦增欧珠、旦增土邓、旦

增扎西、登巴麦郎、登巴旺加、登巴亚平、邓巴江

村、邓巴群培、邓巴塔美、邓巴西绕、邓巴央平、

邓巴云登、邓加、邓增顿珠、邓增久内、邓增群

培、丁巴江措、丁多、顿丹、顿珠坚赞、顿珠索郎、

多旦、多邓、多吉、多吉泽加、多扎、嘎嘎、嘎贡、

嘎加、嘎玛曲桑、嘎松、嘎松江村、嘎松曲登、嘎

松扎巴、格培、格桑旺堆、根堆洛珠、贡觉扎巴、

贡秋仁青、贡桑仁增、吉美、吉美多吉、加央曲

扎、加永旦增、加勇、江才龙朵、江村巴桑、江村

旦达、江村邓巴、江村邓达、江村洛松、江村欧

珠、江村培吉、江村曲扎、江村群觉、江村群培、

江村索巴、江村索巴、江村塔巴、江村旺堆、江村

旺索、江措、江措、久旦、克珠旺修、拉巴、罗布、

洛嘎、洛桑旦增、洛桑格列、洛松巴邓、洛松多

邓、洛松晋美、洛松曲平、洛泽、洛珠曲培、美郎

次仁、尼玛占堆、欧珠次旦、普布次仁、其美罗

布、强巴、强巴次成、强巴加保、强巴洛松、强巴

仁青、强巴塔西、强央江村、曲达、群培江措、群

培西绕、群卓、萨子、桑巴塔益、桑丹曲桑、桑丁

朗吉、桑吉格列、四郎泽仁、松绕江措、索巴塔

西、索嘎、索朗多加、索郎尼加、索纳群培、塔巴、

土旦、土旦次央、土旦罗布、土登、土登曲扎、旺

堆、西加、西绕邓增、西绕江村、西绕群培、向巴

邓巴、向巴丁增、向巴格来、向巴江措、向巴僧

格、向巴塔益、向巴宗追、向秋江村、向巴旦增、

益西次仁、拥郎、泽旦、泽旺邓培、泽旺罗布、扎

登、扎塔、扎西次仁、扎西江措、扎西旺堆、扎西

泽仁、尊追塔西、西绕曲加

8.洛隆县（41 名）

夏普寺（41 名）：西布、阿旺洛松、尼玛、四朗

拉加、多吉、旦巴达吉、阿旺塔益、尼扎、布穷、阿

旺来培、旦增群培、洛松行巴、洛松曲扎、布穷卡

玛、达吉、洛松曲邓、阿俄、泽陈巴旦、洛加、江村

巴久、旦巴泽陈、巴旦、格列、旦绕、仁青泽培、洛

桑多吉、阿旺伟色、阿旺龙都、布堆、洛松多吉、

阿旺洛桑、阿都、洛松江措、塔巴、嘎洛、阿旺美

拉、四朗仁青、洛桑泽培、洛松热邓、次陈、嘎桑

扎巴

9.边坝县（42 名）

边坝寺（42 名）：桑珠江措、四郎多吉、四郎

尼玛、瓦吉、索朗土登、欧琼、次多、日琼、达瓦江

村、旺堆、群培、尼扎、布租、四郎扎西(大)、扎西

仁青、色吉、仁青罗布、仁青旺秋、嘎登、才旺多

吉、洛达杰、平措、布琼琼、格堆、阿旺扎西、布琼

罗姑、阿旺次仁（大）、珠吉、索朗占堆、顿珠四

郎、丁巴江村、次旺四郎、扎西顿珠、云登、阿旺

曲增、晋美、白玛洛桑、旦增赤拉、信巴、阿旺次

仁、扎西顿珠（大）、旦增

10.丁青县（共 54 名）

拥忠巴日寺（54 名）：贡加、次成塔孜、登增

扎巴、拥忠次成、四郎次成、尊珠平措、次成拥

忠、次成班巴、次成顿登、拥忠巴登、拥忠次成、

次成桑培、次成朗加、泽旺江村、泽旺扎西、美朗

登增、次成丁塔、俄琼、朗达伟色、登增尼玛、次

成江村、登增罗珠、美朗登增、泽巴、罗珠多登、

罗追、德青然珠、次成多加、朗贡次仁、次成土

美、祖普伟色、旦巴拥忠、西热、邓巴俄色、朗达

伟色、次成达吉、次成江村、索朗多登、旺措扎

巴、次成旺加、次成益西、直美次嘎、次成朗达、

次成平措、次成拥忠、次成朗达、次拉、布嘎、罗

加、桑珠、美久土美、白玛多登、扎西索嘎、拥忠

嘎松

11.类乌齐县（217 名）

类乌齐寺（217 名）：四郎泽培、四郎美觉、白

玛成美、益西多吉、加永朗加、帕确·嘎松尼玛、

贡秋泽仁、泽多、阿旺晋美、邓巴朗加、白玛嘎

松、次仁扎西、久美贡嘎、丁比仁增、仁增旺堆、

四郎朗加、丁增多吉、阿旺、嘎桑益西、次巴朗

加、四郎丁增、阿旺贡桑、布达、扎西次仁、阿旺

尼玛、阿旺丁增、扎旺、四郎江村、白玛生格、嘎

多次仁、嘎泽、尼玛江村、罗珠仁青、仁青郎加、

次郎、布嘎尼玛、索泽、丁真其美、嘎松、陈来江

村、阿旺次成、索朗多加、卫色泽仁、泽仁曲培、

格勒巴桑、江扎、其美江村、次丁其美、桑布、洛

桑多吉、仁青罗布、达吉扎西、扎西拉松、公秋、

索郎次旺、向秋江村、西绕江村、其美郎加、昂旺

丁增、扎巴巴绕、阿旺罗珠、伍金次加、扎西郎

加、昂旺次林、罗布江村、朗嘎、嘎桑罗珠、扎西

向秋、巴松、索朗扎西、平措曲培、四郎尼玛、白

玛玉加、白玛江村、丁增郎加、白玛江培、加永多

吉、泽扎、嘎松朗加、扎西索郎、次旺绕久、白玛

贡桑、郎加次仁、嘎玛它桑、旦巴绕吉、洛珠朗

加、昂旺尼玛、扎西挺秋、四郎桑布、美郎旺加、

泽成郎加、泽旺多丁、白玛塔增、次仁江村、嘎玛

江村、次登达吉、四郎旺堆、伍金扎西、阿旺达

吉、扎西旺加、泽仁罗布、拉加、扎巴泽秋、丹真

多吉、斯郎旺加、扎西公秋、江多、白玛罗追、曲

罗、曲英江村、扎巴同珠、次培扎巴、晋美罗追、

扎西平德、江培、扎金、四郎罗布、扎西群培、贡

秋尼玛、四郎格德、四郎旺扎、其美塔增、白玛旺

扎、旺措、扎格、扎西索朗、白玛江村、贡嘎吉美、

扎西尼玛、伍金次仁、它巴次松、西绕贡秋、曲加

多吉、扎西它增、嘎玛曲松、尼玛昂色、扎西江

村、其美旺加、嘎松成来、嘎玛丁增、次仁多加、

白玛成来、桑丁次旺、罗布、尼玛生格、扎西、次

巴绕丁、嘎玛次成、伍江、嘎松热吉、其美占堆、

白玛曲培、其美、丁增益西、仁增郎加、曲觉、曲

琼、曲英扎西、扎江、多吉珠罗、扎西丁平、泽旺

朗加、仁青郎加、丁多、次成朗加、曲英尼玛、白

玛扎西、其美洛追、其美朗加、次旺赤林、阿旺扎

西、嘎久、多吉扎巴、嘎玛次陈、格来朗加、拉加、

次仁扎巴、江永然培、达吉、其美多加、巴珠、伍

金次仁、泽旺林、曲英江措、拉地、阿旺赤林、嘎

松、白玛江措、丁巴达吉、贡桑益西、嘎玛旦增、

嘎松登增、四郎尼扎、罗珠登增、向秋群培、次成

达吉、赤林尼玛、白玛拉松、次仁旺加、次旺群

培、尼玛江村、白玛欧珠、平措郎加、江色、丁增

尼玛、巴桑、尼扎、嘎吉、洛珠、阿旺郎加、嘎玛次

仁、多吉、其美仁增、阿旺次成、扎西巴松、扎西

巴丁、曲英俄色

（六）那曲市（477名）
1.色尼区（98 名）

孝登寺（98 名）：珠康·土登克珠（活佛）、土

登曲扎（活佛）、唐加·罗布顿珠（活佛）、赤珠（活

佛）、土登尊珠（委员）、土登桑旦（委员）、才南、

洛桑群培、塔钦、土登塔青、多杰朗杰、旦珍、强

巴赤列、强巴江参、索朗多吉、罗布次仁、措地、

丹增曲扎、石达次仁、土旦欧珠、土登平措、土

登边巴尔、云丹多吉、土登曲觉、献片、索罗、土

登伦珠、土登贡嘎、旦达、土登赤列、洛桑塔杰、

罗桑金巴、土登曲扎、土旦朗达、益西次培、扎西

尼玛、曲君、土登曲觉、奇布、罗桑达尔杰、古如

多杰、赤列多杰、土旦加瓦、土登强巴、益色、土

登桑旦、桑旦、土旦秋扎、达加、土旦桑旦、土旦

扎巴、土旦青热、顿珠、格桑罗布、曲杰、土登格

桑、西饶、日卓、土旦朗增、旦增南达、扎西多杰、

久美、热旦扎西、贡桑、才旦多吉、罗多、登觉、土

登白马、土登尊珠、仁青桑布、旦增次仁、贡嘎、

嘎桑扎西、嘎玛次仁、扎西边旦、金美次仁、觉

扎、旦真、次桑、边觉次仁、贡觉索唐、次仁江村、

顿珠、嘎瓦、达桑、索朗白玛、阿旺翠成、达瓦次

杰、索朗吉觉、扎西达瓦、贡嘎罗布、益西旦增、

平措旺秋、次仁久杰、格桑旺堆、贡桑木朗、旺堆

次仁、强巴土登

2.安多县（53 名）

乃母寺（53 名）：洛桑西珠（副主任）、洛桑曲

培（委员）、洛达（委员）、洛桑朗杰、白玛玉卓、赤

诺、阿强巴、次仁次珠、旦才、多吉旺扎、达旦、格

桑索朗、格桑央尼、贡嘎、贡觉旺堆、果日加村、

秋吉、加培多杰、但巴顿珠、江村朗达、金美多

杰、罗桑索朗、索多、洛桑才培、嘎桑次央、洛桑

坚赞、罗桑克觉、克珠、南卡、洛桑欧珠、洛桑其

次、洛桑曲嘎、洛桑桑旦、罗曾、洛桑益西、强巴、

庆热、曲杰、洛桑曲培、土丹丹增、土但嘎玛、玉

吉、土旦色责、土旦亚培、土桑、西热朗达、西热

朗杰、玉杰、扎巴沦珠、扎南、扎西南杰、扎西旺

堆、次仁顿珠

3.聂荣县（96 名）

丁俄崩贡寺（96 名）：次旺贡布（活佛）、次旺

次 成（委 员）、次 成 洛 珠（委 员）、西 热 旺 加（委

员）、祖平伟色（委员）、西热伟色（委员）、嘎桑

平措（委员）、让日让夏、格桑罗布、旦增南塔、朗

卡仁青、次赤、木朗塔庆、旦增益西、索朗次成、

木朗祖普、次仁洛桑、西热尼玛、次成巴桑、索朗

旺堆、朗西旦增、平措旦达、赤美次成、强久加

措、西热塔亚、扎西次成、旦巴坚参、朗卡次成、

尊珠塔青、益西崔成、崔成尼玛、德庆塔庆、孔桑

尼玛、旦增催赤、益西落珠、西热卡旺、旦增轮

珠、次成塔其、次成旦增、永忠加增、次成桑旦、

桑旦久美、莫朗塔庆、次成伦珠、次成塔庆、永忠

祖平、莫朗达杰、桑旦让卓、丁增桑巴、永忠坚

才、次成森格、扎西格培、西热塔亚、旦增塔亚、

次成贡琼、贡桑、扎西江才、永忠久美、格桑塔

依、次成旺加、永忠祖平、丹增南达、赤美次成、

旦巴伟色、益西让卓、西热塔青、次成塔亚、益西

热卓、次旺朗加、西热塔庆、旦巴落珠、朗达塔

其、次成加措、洛珠加参、南卡洛珠、次成朗卡、

嘎桑旦增、木朗南达、永忠巴旦、次成塔亚、落珠

加措、金巴加措、落珠旦增、加瓦次成、朗加益

西、旦增坚赞、塔克、次旺热旦、强巴依西、加瓦

落珠、次成旦增、朗卡次成、永忠塔依、次成坚

参、朗卡益西、索朗旺堆

4.嘉黎县（19 名）

丹古寺（19 名）：贡曲格桑（副主任）、贡觉桑

珠（委员）、贡觉益西、久桑、桑堆、次仁多杰、贡

曲让珠、格桑扎堆、扎西曲培、塔兰、桑珠江层、

拉加、贡觉益西、欧珠、桑嘎、贡觉旦增、贡觉仁

增、塘松、旦增罗布

5.比如县（16 名）

曲德寺（16 名）：达布吉尊（活佛）、吉仲·洛

桑旦增（活佛）、丹增曲朗（副主任）、嘎桑索巴

（委员）、嘎桑强巴（委员）、嘎桑尊追（委员）、嘎

桑西热、嘎桑洛丹、罗桑平措、旦增曲旦、丹增西

热、丹增巴旦、嘎桑龙日、曲扎桑布、洛桑桑旦、

益西贡加

6.索县（40 名）

日崩尼寺（40 名）：普布曲宗（副主任）、金巴

桑姆（委员）、曲英措姆（委员）、次仁永吉、南加

嘎曲、昂旺德庆、唐曲曲措、永卓、朗加索巴、阿

崔、德庆曲宗、昂旺尊珠、曲旦曲措、曲英曲措、

洛萨卓玛、曲吉德珍、曲英桑卓、次成巴姆、巴旦

曲珍、洛松卓玛、塔曲卓玛、南加桑姆、昂旺曲

珍、巴旦措姆、益西德桑、洛松曲珍、曲吉、洛松

塔曲、塔巴曲珍、德庆卓玛、尊追桑姆、曲卓、阿

旺巴姆、德曲、唐曲、曲英巴珍、唐曲松姆、益西

曲措、曲热、塔巴曲宗

7.巴青县（137 名）

鲁布寺（137 名）：多加布（活佛）、格桑永忠

（活佛）、赤美伦珠（副主任）、旦增久美（委员）、

丁增曲加（委员）、次成珠普、次成仁青、贡塞宁

波、永忠祖培、才成伟色、桑嘎、木朗次成、益西

珠普、索朗久美、贡嘎平措、索南旺堆、次旺贡

琼、永忠让追、长松列杰、次成加瓦、次成江村、

次成珠扎、井巴塔益、桑旦仁青、贡桑次成、永忠

旦增、仁青加参、贡桑次成、西热贡觉、西热宁

布、桑旦久美、米角尊普、拉达、桑旦旺布、祖珠

巴旦、赤美罗沙、旦巴俄色、尼玛贡桑、西热旦

增、次成久美、嘎桑扎巴、村成尼布、宗珠次成、

索朗塔亚、曲宗久美、益西久美、朗加扎西、赤来

加措、仁青江参、益西荣珠、姆朗塔亚、永忠拉

加、西热增平、益西让追、龙热加措、洛珠平措、

久美南旦、朗沙、莫朗达加、索巴塔青、桑旦塔

青、梦朗塔青、桑旦久美、次成益西、此称觉美、

次成旦增、次成罗珠、桑旦久美、次成、江琼尼

布、才赤塔青、拉嘎罗布、龙热平措、梦朗塔青、

西绕金巴、巴桑、扎西次成、龙多加措、西热塔

亚、塔益加措、次仁旺加、拥忠次成、西热贡桑、

贡嘎、永忠普果、嘎桑次成、永忠久美、次成赤

美、才成吉美、次成益西、格桑贡珠、崔成顿珠、

央堆、次成年布、次成塔亚、才成永忠、次成扎

西、仁青、次仁平措、赤美旦增、格桑、莫朗塔次、

朗达次成、南达芝美、尼玛次成、桑旦塔青、琼

珠、索朗次成、锁巴塔钦、平措次仁、益西尼玛、

米拉赤成、永忠珠培、组普、宗珠次成、莫朗达

次、加瓦、莫朗塔青、增珠塔青、尊珠朗塔、次仁

亚达、才成觉美、次成达加、次成久美、次仁央

珠、次成觉美、永忠贡加、仁青贡觉、孟朗久美、

嘎桑加措、次成永忠、吉布次仁、珠米加布、扎

西、扎西顿多、南达伟色、益西旦增

8.班戈县（18 名）

沙漠寺（18 名）：晋美·厅觉旦增（活佛）、益

西土登（委员）、旺堆、旦增次成多吉、欧珠、昂才

杰、嘎前、巴索、卓玛吉、久美旦增、白玛加布、土

登曲觉、嘎玛顿珠、才吴、多桑、顿多、达瓦多杰、

仁增珠巴

（七）阿里地区（26名）
1.革吉县（14 名）

扎西曲林寺（14 名）：嘎玛热旦、嘎玛曲珠、

晋美、塔尔瓦、顿珠多吉、嘎尔玛曲达、嘎玛西

绕、措成江才、楚成、嘎玛南加、嘎玛楚成、尼玛、

云旦卓扎、旦增南达

2.普兰县（12 名）

科迦寺（12 名）：拉巴次仁、索朗仁青、萨组、

云旦加措、仁青桑布、桑布、普布丹增、洛珠、强

巴扎西、仁增欧珠、次仁、强巴赤列

全 区“ 遵 行 四 条 标 准 、争 做 先 进 僧 尼 ”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模 范 寺 庙 和 优 秀 僧 尼 名 单

声 明
由我公司负责承建的“国道 219 线萨嘎县至康马县段改建工程七合同段”已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款已全

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付先生 联系电话：18982201779

特此声明

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6日

声 明
西藏铭航劳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住所由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浙江小区 A 区 1 栋 1 单元 201 室迁入“西

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北区娘热路政协第一生活区 2 栋 2 单元 401”，现声明公司原公章（编号：54240110000300）、财务专用章（编

号：54240110000301）作废，初刻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西藏铭航劳务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6日

西藏玖佰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证书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误，需重新更换，更换之后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400007835046696。

特此声明

西藏玖佰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6日

声 明

项目名称：琼结县琼结干渠工程

项目编号：SHXX-XZ19010-1

资金来源：国家投资

招标人：琼结县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陕西小小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灌溉面积 11130.87 亩，属 IV 等小（1）型小一型工

程。新建取水枢纽 1座，新建引水渠道 14920m(其中引水干渠长

10890m，枢纽配套 DN315PE输水管道 1466m，饮水支渠 6条总长

2564m)，新建排洪渠 380m，新建水塘 1座，拆后重建温室大棚引

水渠 350m，维修西干渠 3 段总长 2625m，维修东干区 1000m，维

修防洪堤 2 段 36m，维修 4#闸门支渠 30m，新建渠系建筑物 30

座，其中过路箱涵 3座，分水闸 14座，拆后重建闸门 8座，排洪渡

槽 1座，钢管渡槽 3座，闸阀井 1座。暗涵盖板长 980m。具体内

容详见招标文件。

开标时间：2019年 12月 12日 10时 00分

开标地点：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第一中标候选人：西藏丰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23650576.03 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西藏嘉煜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23571223.35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四川和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23723961.92 元

公示时间：2019年 12月 26日至2019年 12月 30日

电话：0891-6132645

投诉电话：0891-6373240/6373996/6377250

陕西小小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6日

琼结县琼结干渠工程施工中标公示

各地（市）行署（人民政府），自治

区总河长办公室成员单位：

为加强河道管理，提高公民保护

意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对

我区 20 个主要河湖管理范围和堤防保

护范围进行划定。现就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各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河道（包括湖泊，下

同）管理事权划分，依法加强河道监督

管理。划定的河道管理范围和堤防保

护范围内土地权属不变。

二、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

活动：

（一）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

路;种植高秆农作物和树木(堤防防护

林除外)；设置拦河渔具；弃置矿渣、石

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二）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放牧、

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

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

开展集市贸易活动;在堤防保护范围内

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

土等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

（三）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

水体的物体;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

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四）在有山体滑坡、崩岸、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的山区河道河段从事开山

采石、采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的活

动。

三、修建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

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

线等建筑物及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

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

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

四、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

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采

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

破、钻探、挖筑鱼塘；存放物料、修建厂

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在河道滩地开

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五、违反上述规定的将依《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当事人的法律

责任。

（西藏自治区主要河湖管理范围

划定成果，请扫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2月 21日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西藏
自治区主要河湖管理范围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