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拟授予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

和工人先锋号对象名单

一、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22 个）

兰州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长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金昌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敦煌供电公司

金塔县鸳鸯池水库管理所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天水供电公司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

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甘南供电公司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武威市分公司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青西采油厂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九采油厂

二、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92 个）

王晨光 渭武甜永等高速公路交安设施工程保障组组

长

王建凯 平天高速公路项目平凉段项目办综合科科长

赵伟平 武九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工程技术

科科长

余自强 中建三局甘肃分公司 G341 线白银至中川至永

登公路工程桥梁施工员

李海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建设部建设处项目管理

专责

唐国强 甘肃七建集团劳务公司木工班组工人

安小林 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

土建专工

肖银广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电解一分厂净化班湿

法冶炼工

蔡满林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安装建设公司青

海分公司内蒙乌兰大化肥项目部工人

宁忠宏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马岭北

采油作业区经理

杨占德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庆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

权红兵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老君庙采油厂采油

三队采油班班长

孙清华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

综合管网运管中心焊工

王步宽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第三工程项目部

50053 钻井队队长

张国胜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30692 钻井队大班

司钻

贺国伟 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S00665 队队

长

王利娜(女)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一车间运行值长

张 勇 中车兰州公司调试车间电气装修工

孙红斌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秉宏（藏族）甜永高速公路项目环县段管理办公室高级

工程师

邓兆宁 渭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陇南管理办公室高级

工程师

赵众爱 渭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定西管理办公室正高

级工程师

任忠章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

董万军 平天高速公路项目天水段管理办公室正高级

工程师



谢小刚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

刘亚雄 甘肃六建集团七公司经理

蔺得松 金昌金镒康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白 峰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李孝仁 刘家峡水电厂副厂长

樊兴安 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副总经理

杨子海 兰州石化公司化肥厂动力车间锅炉运行工

王小康 酒钢集团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分公

司电解四作业区冶炼工

谢成俊 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农作站站长

张海波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电务段平

凉信号车间信号工

王多明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焊工，高级技师

王 一 静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民警

杜永卫 酒泉市敦煌艺术研究中心负责人

赵福堂 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高级兽医师

王敏珍(女)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研究所讲师

陈正博 榆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张 波 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勘查院自然资源调查研究

中心生态能源部主任

尹文江 酒钢信息中心网络责任工程师



杨海东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中心点检

组长

张凌鹏 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水文与地

热资源调查研究院副院长

鞠克升 酒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检验检测科副

科长

许 凤(女)天水市博物馆接待服务部副主任

赵 丕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机务段

动车组司机

赵 伟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陈 炜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副主任

高佳欣 华亭市气象局台长

张 伟 甘肃省定西公路管理局安定公路管理段工人

张焕强 甘肃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维抢修中心抢

修班检修工

滕汉义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水厂团支

部书记、代安全员、运转一组副组长

赵稳红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30106 钻井队司机

长

李 琦 金川公司龙首矿采矿二工区凿岩台车司机

程靖会 华亭煤业公司东峡煤矿安全检查员

董宏亮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碧口水力发电厂集控

中心值长

杨昌平 甘肃省金昌监狱五监区管教



唐 亮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助理

范虹芳(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天水分公司

秦州区公司营业厅店长

姚晓东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李宇强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

罗节昌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友建项目管理公司砌筑工

牟宗科 甘肃省食品药品稽查局主任科员

陈 斌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装配分厂电

气技术员

杨巨秀(女)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稽查五股

股长

何 甜(女) 国网天水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配网调

控组班长

周 奇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气厂第五天

然气处理厂生产运行队副队长

刘志新 甘州区沙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刘世翠(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靖远分公司支局长

曹宏伟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聘任数控实训指导老

师

王景涛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实训中心教师

张化平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祁百学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生产实习工厂实习指

导教师

王富武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永平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高锍磨浮车

间磨浮班班长

罗建民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副院长

许 文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变电检修

室二次检修专责

曹沈阳 甘肃昶通公路养护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席多祥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

净液车间党支部副书记

强 华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庆钻井总

公司第五工程项目部副经理

张庆桂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四车间副主

任

王家学 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技术部

主任

冯大伟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机械分场

起重班技师

白建荣 甘肃省地图院总工程师

常占伟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

钟新荣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庆井下技

术作业公司工程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康成生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正义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聚银公司

TDI 厂生产科科长

田国强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采矿三工区班



长

彭远嘱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石油化工厂乙烯联合

车间班长

席荣远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共服务中心

燃气作业区巡检班班长

三、甘肃省工人先锋号（78 个）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通号部通信中心工

班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轨道 2 号线一期 2-TJ-5 项目

部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兰州轨道 1 号线一期供电Ⅱ标项目部

甜永高速公路项目宁县段管理办公室

中铁十六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银百高速（G69）甜永段

TY10 标项目经理部

渭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定西管理办公室

渭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陇南项目办质量监管科

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渭武高速 WW6 标项目经理部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S25 静宁至天水高速公路静

宁至庄浪段建设项目经理部

平天高速公路项目平凉段项目管理办公室质量监管科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平天高速公路 PT10 标项目

经理部

中铁二十一局第三工程公司平天高速 PTKZI 标项目经理

部



武九高速公路项目办公室质量监管科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武九土建 SY3 标项目经理

部

中建三局甘肃分公司兰州新区火家湾（棚改）安置点项目

A、D 地块建设项目部

中建三局甘肃分公司 G341 线白银至中川至永登公路工程

项目部

祁连山（黑河流域）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黑河城区段治理

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十局市政工程公司第十三工程队

甘肃七建集团金厦公司王志平钢筋作业班

甘肃七建集团金厦公司赵勇架子工作业班

甘肃六建集团七公司韩华钢筋作业班

甘肃成纪 330kV 输变电工程变电站施工项目部

上海电建常乐项目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首矿采矿二工区采矿四班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充填工区生产甲班

金川集团矿山工程分公司第一机械化掘进工程队铲运乙

班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电解二分厂电解班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安装建设公司青海分公司内

蒙乌兰大化肥项目部买天成班组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方山作业区镇四

联合站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五蛟西

采油作业区蛟一联合站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输油处庆咸首站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老君庙采油厂采油一队现场维

护班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催化车间运行四

班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油田作业公司修井三队 D08864

队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浸出车间浸

出班组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熔铸车间电

锌二作业区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白银分公司第一项目

部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西宁项目

部

金昌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销公司

长庆钻井总公司 40656 钻井队

长庆钻井总公司 50280 钻井队

长庆钻井总公司 40028Y 钻井队

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YS38128 队一机组

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陇东项目部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建设部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州分公司维护部

兰铀公司第四车间冷冻工段 088 冷冻站

兰铀公司第一车间八值运行班

中车兰州公司工程机械分公司技术组

中车兰州公司机车车间风管班

甘肃阿敏生物清真明胶有限公司制胶车间运行甲班

中国铝业连城分公司电解六班

酒钢集团甘肃东兴铝业公司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一工区

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一炼焦作业区焦

炉丁班

甘肃省金昌公路局高等级公路养护中心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采矿五工区生产班

国网瓜州县供电公司三道沟供电所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张掖供电公司变电运检室变电二次

运检班

国网陇南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合作市热力公司运营部外网抢修班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宋穷戈电工班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

甘肃润生建筑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李喜太抹灰突击队

柳园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柳园北主线收费站收费一班

中国电信甘肃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中心综合班

中国电信白银公司东山路支局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乳品加工



班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庆井下技术作业

公司压裂一大队 YS49129 队二机组

兰州石化公司电仪事业部仪表二车间乙烯仪表班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技术研发组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压焊班组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镍电解二车间电解班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净化二作业区机组维护工

区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聚银公司 PVC 厂氯乙烯

工艺组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运行部首端专项班组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伺服控制系统设计团队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西峰采油二区董二

转油站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厂电解车间技术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