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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拟即时授予“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 

奖章和工人先锋号”荣誉名单 

 

一、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17 个）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 

酒钢集团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高台县宏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陇西车务段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老君庙采油厂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压裂一大队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 

内蒙古太西煤集团金昌鑫华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市第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金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南藏药制药有限公司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二、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76 个） 

赖  清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装焊一车间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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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廷智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  昕        白银公司甘肃厂坝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成

州锌冶炼厂副主任 

许艳霞（女）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公司热电二车间

综合值长 

杨秉松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钴研究院高级技师 

黄兵华        甘肃省酒钢天成彩铝有限责任公司铸轧一分

厂厂长 

郇  涛        甘肃省山丹福利水泥厂电工 

武  瑜        八冶第二建设公司第三分公司执行董事、党

支部书记 

付廷勤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副厂长兼

洮河口排沙洞扩机工程业主项目部负责人 

梁建虎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电子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 

田建斌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二车间机械检修

工段二班班长 

王海涛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工会主席 

张得科        甘肃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输电施工三分公司

项目总工 

丁岩龙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供电段接

触网工区工长 

李海军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定西工务段桥

隧工 

常正宗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公司木

工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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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治廷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渠道平台部

经理 

来进和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党委

副书记、厂长 

赵怀涛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乔河采

油作业区经理 

夏洪先（女）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庆阳供

应站班长 

宋耀荣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调试车间技术组长 

张宏耀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50698 钻井队队长 

刘新宇        川庆钻探长庆石油工程监督公司靖边监督部

经理 

李  博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公司兰州新区职教园项

目部安全总监、副经理 

陈向鸿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李建军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

经理、纪委书记 

刘建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销售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  宁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甘肃公司专责工程师 

曹继元        定西市环境监察支队副主任科员 

张  丽        甘肃省金昌监狱狱政管理科副科长 

伏文东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 

王宇飞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张伟年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冶炼厂铜电解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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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技师 

彭  华        酒钢集团能源中心发电三分厂运行值长 

郑兆全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数控车工 

曹  琴（女）  地勘中心甘肃总队天水三和数码测绘院组长 

马建民        甘肃省测绘工程院工程师 

王鲁合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地方税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杨志勇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工程师 

罗宏平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电气分场

继电班班长 

王丽丹（女）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中心运行

组组长、安全员 

张路佳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工 

张鹏宇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钢筋工 

魏军伟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砌筑工 

温  鹏（女）  嘉峪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工作

人员 

李瑞霞（女）  永昌县兽医局河西堡兽医站助理兽医师 

孔祥伟        兰州中心气象台短时临近预警室科长 

王月玲（女）  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主管药师 

张虹艳（女）  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保化室工程师 

汪  鹏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实验室主

管技师 

强  力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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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珍爱（女）  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品酒师 

梁  超        兰州铁路局兰州车辆段动车组机械师 

杨佳林        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员 

董  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网络与信息

安全主管 

王  翔        长庆油田公司第五采气厂作业四区副队长 

路顺顺        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S00514 队

井下作业工 

常全忠        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任工程

师 

杨  宏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 

徐迎新        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工程技术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  锐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高级技师 

赵彦旭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高新民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龙世铭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技术员 

何宏恩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检修

维护部水工班班长 

苏永红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技术主管 

姜  琪        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镜铁山矿运选作业

区作业长 

郭自新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气厂高级工

程师 

薛天军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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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孙青先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石油化工厂乙烯联合

车间乙烯装置操作工 

梁东平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井下作业大

队井下作业技能专家 

王玉明（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喇嘛崖洮砚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 

杨锡仓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首席专家，中药学

技术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炮制分会理事 

李云鹤        原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国内著名

文物修复保护专家 

赵洪刚        甘肃银光集团化工三厂某工组组长 

魏晋辉        中核集团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三、甘肃省工人先锋号（67 个）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设施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轨道 2号线一期

2-TJ-3A 项目部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装配车间钳工班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装焊五车间手工焊班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州锌冶炼厂维修丙班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采矿五工区生产甲班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闪速炉车间生产班 

金川集团镍都实业公司矿山金属结构件厂成型班 

金川集团信息与自动化工程公司服务事业部铜冶化工组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粉矿悬浮磁化焙烧选矿

改造工程项目部工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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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天成彩铝有限责任公司铸轧一分厂轧制二工区 

张掖市新大弓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组 

甘肃鼎峰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组培部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设公司第五分公司 

甘肃刘家峡建筑安装检修有限公司刘家峡洮河口扩机工程第

五、第六标段项目部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体化所精密焊接工段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一车间四期运行值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五车间高压变电运行班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武威供电公司建设部 

甘肃光明电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古泉±

11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监理部 

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昌吉-古泉±1100kV 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工程施工项目部（甘 4标段）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定西工务段天水南高铁线路车

间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西机务段兰西动车运用车间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电务段定西高铁信号车间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门诊综合

大楼项目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光项目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甘谷县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宕昌县分公司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鸭儿峡采油厂采油队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建筑安装工程处安装二队安装一班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南梁采油作业区梁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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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区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七采油厂山城采油作业区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二采油厂板桥采油作业区庄七

接转注水站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陇东天然气项目部试采作业区庆 1

集气站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附件车间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30109 钻井队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固井公司 GJ12215 队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S00503 队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甜永高速公路项目设

计 5标项目组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甜永高速公路 TYKZ3 标项目经理

部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渭武高速公里土建第七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渭武高速公路陇南

段设计 4标代表组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兰州新区职教园项目部 

兰州星锐轨道交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兰州轨道 1号线一期 TJⅡ-11 项目部施工技术部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设备运行维护组 

金昌金泥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商砼车间二班 

嘉峪关大友公司铁合金厂 2号炉冶炼一班 

酒钢肃南宏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丁班 

甘肃海旺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钢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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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惠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运行班 

西和县恒安工矿贸易有限公司采矿厂南采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临夏分公司传输动力维护中

心班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含能材料分公司化工六厂系

统二工段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机务段整备车间内燃专

整组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电务段柳沟南信号工区 

天水公路管理局高等级公路养护管理中心秦安养护工区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炼油厂催化二联合车间催化一班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厂烧结车间技术组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镍电解一车间电解班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冷轧二厂

处理线电气点检班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七四九电子有限公司微电路模块装联班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天水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天水运维班 

华亭煤业集团新窑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综采队生产服务班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酒东采油厂联合站中控班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试采作业区庆二接转站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管具公司工具工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