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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18 年“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

章和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的通告

根据甘肃省总工会《关于做好 2018 年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

奖章和工人先锋号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精神，甘肃省总工会将

于今年五一前夕，集中表彰一批“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

动奖章和工人先锋号”，经各市州总工会、省级产业（系统）工会、

省直属机关工会和省总直属基层工会逐级推荐，省总工会审核，

并报请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现对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9 日（5 个工作日）。公

示期内，如对公示的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请于 4月 19日 18:00

前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甘肃省总工会反映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

映情况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一、公示对象（名单附后）

二、联系方式

（一）省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

联系电话：0931—4894106（传真）

联 系 人：魏 萍 刘 源

电子邮件：gsspzbgs@163.com

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 78 号省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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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730000）

（二）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联系电话：0931-8826317（传真）

联 系 人：张 靖 龚 䶮

电子邮箱：gansulaomo@sina.com

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郊巷 26 号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邮编 730000）

附件：2018 年“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和工人

先锋号”拟表彰名单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总工会

2018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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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和

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名单

一、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39 个）

兰州国器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宏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永生集团

白银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平川区分公司

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甘肃丝路敦煌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甘肃祁连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龙腾管业有限公司

甘肃鸿运集团

平凉新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庆阳市西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成县毕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烟草公司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司

合作市城市环境卫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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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核四○四有限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供电段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昌马灌区管理处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张掖公路管理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平凉市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陇南分公司

甘肃省地税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白银监狱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八〇三热电厂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二、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98 个）

王新明 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宁馨苑

项目部物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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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雄昌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尹建敏（女、满族）兰州市红古区鑫源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志刚 兰州市西固区中医医院院长

鲁明娟（女） 永登县爱萍商场保洁员

张想想 方大炭素公司压型厂主管工程师

魏列金 甘肃省皋兰县第一中学教师

万中枢 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田小刚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针灸科主任

郭 娟（女） 甘谷雅路人麻编鞋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张来斌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水卷烟厂卷包

车间主任

陈双红（女） 天水羲通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

运二公司驾驶员

雷景和 景泰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杨 磊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科和介入医学科

主任

万家辉 甘肃鸿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2 项目部钢筋

班班长

柴国梁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镍电解一车

间电解班班长

吕平成 金昌市人民医院外二科主任

潘剑东 金昌宇恒镍网股份有限公司镍网研发车间主

任

吕 杰（女）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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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师

曹丹超 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黑沟作业区内燃检

修班班长

吴建明 甘肃飞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项目部

技术负责人

张晓云（女） 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王志军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维修班班长

尚兰英（女） 甘州区妇幼保健院院长

赵光华 临泽宏鑫矿产实业有限公司电工

张小玲（女） 甘肃银河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装车间包

装工

朱会文 古浪县特色林果产业中心主任

白慧萍（女） 武威市凉州医院护士长

王永武 武威大江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张军智 甘肃省漳县第一中学教务主任

李成龙 酒钢集团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陇西分公司

阳极组装作业区维护工区区长

田春华（女） 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马铃薯脱

毒培养室主任

包岷武 岷县人民医院院长

陈 灏 平凉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

郭晓娟（女） 平凉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任百灵 灵台县康庄牧业有限公司兽医

邓 农（女） 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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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彩峰（女） 庆阳市东方红小学教师

刘占学 华池县盛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关登明 康县中医院院长

杨立平 礼县交通运输局路政大队大队长

郑纪明 文县寨科桥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芝麻山电站厂

长

杜建军 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良恒商业广场副经理

马俊蛟（东乡族）临夏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外管科科长

黄良萍（女） 临夏市新华小学教师

马隆香（女，藏族）夏河县人民医院外科护士长

齐君扎西（藏族）甘南州合作第一小学校长

何晓玲（女）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白银销售

分公司泰运加油站经理

史长武 中央储备粮高台直属库有限公司保管组长

张建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闫浩文 兰州交通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院长

张 毅 甘肃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沈国斌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装配分厂工长

刘 勇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精密制造分

厂副厂长

马动涛 （回族）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项目负责人

薛谦谦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嘉峪关、酒泉供电公司

继电保护专业管理

赵宣安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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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兴利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甘肃工程有

限公司热机公司党总支书记

张永忠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机务段

指导司机

张雅莉（女）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陇西车务段车

站值班员

刘 勇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北车站指

导司机

胡小春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勘

查院二分队分队长兼技术负责

鲁 锐（蒙古族）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白银供水管理处

黑石川水管所黑二支站站长

王大军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 龙 甘肃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租赁

公司塔吊司机

曹志斌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工艺设计

田宝如 甘肃省武威公路管理局应急抢险保障中心机

械操作员

李 晋 武都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余家湾巡检队队员

梁吉清 中国铝业连城分公司电解一厂副主管

李城德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

孙利民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人事处主任科员

李永安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山煤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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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区长

张其堂 窑街煤电集团公司三矿综采队队长

汪俊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洮分公司新添营销

中心经理

段永鑫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信息技术局运维部

配套组组长

曹积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嘉峪关分公

司市场经营部业务管理

赵晓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甘南州分公司网

优业务主管

余北荣 张掖市甘州区地税局管理二分局主任科员

段国建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科技处运维管理

科副主任科员

霍晓斌 天水秦州农村合作银行太京支行行长

张伟清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油田作业公司压裂

队队长

高智强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设备管

理科科长

李柏旺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工程机械分公司技术

组组长

逯传信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舟曲林业局大草滩林场大

草滩管护站副站长

赵鹏飞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航站区管理部信

息设备管理室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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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斌志 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飞行部飞

行二分部高级经理

冯 政 中铁一院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线路运输

所高级工程师

蔚永婧（女）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兰州分公司生产运行四班

班长

王卫东 中国石油西北化工销售乌鲁木齐分公司调运

科科长

殷克诚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八〇三热电厂检修部

汽机专工

马国荣 （回族）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主任

杨 民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河口水

电厂运行值长

张立忠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电务电化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副经理

金永山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饲草产业部部长

丁 楠 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甘肃分局气象台预

报员

程生龙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古浪县分

公司线路维护员

续 瑾（女）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个人业务部

经理

魏周胜 川庆钻探长庆固井公司高级固井工程师

三、甘肃省工人先锋号（9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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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石化公司化肥厂硝酸车间化工一班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制水二厂净化四组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邹斌劳模创新工作室

兰州奇正生态健康品有限公司制剂车间

兰州铭帝铝业有限公司喷涂车间

榆中县贡井林场郝家营造林点

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

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设计组

天水长城控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成套制造部配线组

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司创研中心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一科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宋建荣劳模创新工作室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厂烧结车间综合调度班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何郁劳模创新工作室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4 车间水浸工段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外周介入组

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齐少伟劳模创新工作室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安装建设公司宁夏分公司赵炯班

金昌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铁作业区

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发电班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四工区

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灌溉设备部

敦煌西域特种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PPS 车间运行二班

肃州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业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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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华能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彩印包装车间

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机修班

甘肃河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制剂车间制粒组

甘肃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甘肃中大铝型材有限公司立式节能环保喷涂生产班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征收服务分局

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加工中心模具班

临洮县给排水总公司临洮县污水处理厂

甘肃省定西公路管理局通渭公路管理段工会

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机电科固检班

甘肃丰收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机加一车间车工班

甘肃庆华建材有限公司窑炉车间

庆阳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路公交线路

庆阳陇牛乳业有限公司品控检测中心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内二科

西和县何坝镇民旺马铃薯专业合作社郭大权劳模创新工作室

陇南市武都加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爱心车队

宕昌九台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包装车间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分行营业室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电气分场继电班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卓尼县供电公司城关供电所

玛曲县黄金冶炼厂生产车间

中国石油甘肃兰州销售分公司桃树坪加油气站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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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米登海劳模创新工作室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客服中心

天水六九一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套电器车间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电气试验二班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庆阳供电公司华池县供电公司南梁供电

所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检修管理部机械检修三班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供电段榆中接触网运行工

区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房建段兰州水暖车间

甘肃省地矿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张掖城区及外围地热

资源普查项目组

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局李家村水文站

甘肃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BIM）中心

甘肃远达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

甘肃建投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制造车间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运行一部运行

甲班

甘肃省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局临泽公路路政执法管理所

甘肃省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局定西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成县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二联合分厂油漆创新班

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陇中高寒阴湿区（渭源）马铃薯

综合实验站（会川实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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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砚北煤矿综采二队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铁运公司工务段正线养路工区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煤矿综放三队生产一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企业信息化部 IT 运营中

心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市分公司秦安县营业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网络管理中心监控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积石山县分公司

庆阳市西峰区地方税务局征收服务二分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安宁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办公室综合科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兰州阀门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动力科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石门实验站

甘肃岷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寨支行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常减压车间运行四班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杨义兴工作室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机车车间电气工段电一班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迭部林业局林业勘测综合设计队一分队

嘉峪关机场公司机场运营部“青于蓝”服务班组

东航运行控制中心甘肃运控部飞签分部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郑州分公司郑州油库生产运行班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兰州矿产勘查院中心实验室

甘肃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景泰乾丰、沙塘子风电场

甘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大剧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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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务部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轨道 2号线 2-TJ-4 项目部

甘肃农垦天牧乳业有限公司犊牛部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公司网络运行部

中国电建集团甘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巴基斯坦代表处运行部

集控运行三值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县支行

川庆钻探长庆石油工程监督公司第五 QHSE 监督站监督二班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分公司维护部

甘肃华电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华电瓜州干河口第七风电场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G109 线改扩建工程项目

经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