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省委、省政

府将隆重表彰一批山东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为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社会监督，现将山

东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选（以姓

氏笔画为序）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4月

16日—20日（5个工作日）。如有不同意见，请

于4月20日24时前，以电话、传真或信函等方式

向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

达日邮戳为准）。

电 话：0531—86075309

传 真：0531—86915387

通信单位：山东省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通信地址：济南市经二路187号

邮 编：250001

庆 祝 “ 五 一 ” 国 际 劳 动 节

暨山东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16日

2018年山东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拟表彰人选公示

济南市
刁统武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

公司车身部钳工

山 清（女）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国家税务局纳

税服务科科长

马立军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马林军 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 勇 山东麦德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涛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王文涛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

王秀荣（女）济阳县人民医院查体中心主任

王幸福 山东省商河县第一中学党总支书记、

校长

王明梅（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分公司

投递局投递员

王金祥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监控

部部长

亓明轩 平阴县孝直镇付庄村党支部书记

孔令海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孔海涛 济南市杂技团演员

田象霞（女）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街道

办事处西区社区党委书记

冯继军（女）济南华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

冯雪梅（女）济南市地方税务局历下分局征收

科科长

刘 勇 济南茶叶批发市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云香（女）济南市槐荫区中大槐树街道办事

处裕园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刘立民 济南利民种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官君 商河县龙桑寺镇刘集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

刘建波 济南席庄大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宪红（女）济南市章丘金宝园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刘鸿顺 济南市市政重点道路推进办公室二环

西路南延工程项目部主任

闫洪枚（女）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江英茂 济南市历城区全福街道办事处南全福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安 琪（女）山东茂昌世纪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

孙庆法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绪江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网自动化事

业部经理

纪胜友 中共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街

道工作委员会书记

杜 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

司设备主管师

李云虎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员

李绍斌 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四里村派出

所所长

李肇元 济南市口腔医院院长

杨 铧 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

杨传银 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锅炉专工

杨金平 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主任

杨金勇 济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杨京涛 山东华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维修工

杨赵河 济阳百事得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肖 衡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经理

肖舒荣 济南市长清区万德街道办事处马套村

党支部书记

辛沙沙（女）济南市殡仪馆入殓师

宋洪润 山东济南烟草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英（女）济南华鲁食品有限公司农产品采

购员

张 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济南

分公司副总经理

张 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市历城区供

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

张 超 济南超意兴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风礼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槐荫区大

队交通肇事处理中队中队长

张玉斌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工艺技术

部转向架工区焊工

张明习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

研究所所长

张明生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张金波 济南市地方税务局市中分局二七新村

中心税务所主任科员

张恒斌 山东小鸭零售设备有限公司板材车间

主任

张宪伟 山东百脉泉酒业有限公司机电车间主任

张道山 济南市长清区龙凤庄园果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陈锡忠 济南华联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

陈德国 济南西城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

农业技师

邵广超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质

检组长

林 力（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供电公

司营业室主管

明建建（女）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内销

成衣车间副主任

周俊英（女）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

作委员会会计

孟庆华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

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赵 才 山东广信工程试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隧道检测部经理

赵世超 济南西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赵庆国 平阴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胡爱红（女）济南市舜耕小学校长

修春海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秦翠慧（女）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居家养老服务员

贾虎平 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芦南农业开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高 卫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

厂制丝车间电气技术主管

郭经顺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发展

中心副主任

盛 虎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基建部主任

崔 刚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梁志银（女）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文祥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蒋世波 济南市历城区鲁泉养殖场场长

韩 东 山东省济南回民中学组织人事科科长

韩晓爽（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十六里河

人民法庭庭长

韩爱民（女）济南市青龙街小学校长

潘 杰 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主任

潘世英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青岛市
于义睦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公交车驾

驶员

于乐美（女）莱西市乐美家庭农场负责人

于海霞（女）青岛市黄岛区王台镇徐村计生主任

马云双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马晓莉（女）青岛雷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党群

工作部部长

马铁民 浩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艳（女）青岛公交集团隧道巴士有限公司

驾驶员

王 颖（女）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水产加工

室主任

王建华 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艳芳（女）青岛市市北区洛阳路街道郑州路

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王桂云（女）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烹饪

学院教师

王恩建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总承包事业部项目

负责人

王海滨 青岛市大沽河管理局工程管理科科长

王清宇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后金社区股份合

作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王瑛波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

王鲁军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王新全 青岛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光谱技术

中心副主任

王新强 青岛府新大厦党委书记、总经理

尹 星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工

程车检修工

尹财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零八工厂电工

左士美 青岛左家泊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卢清涛 青岛三合山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工艺组长

付岳峰 青岛国信旅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部

早茶店厨师长

印 萍（女）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毕仕俊 青岛百果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俊吉 青岛泰光制鞋有限公司加工技术部部长

朱瑞华（女）平度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刘卫东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刘成智 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排查协调处处长

刘丽亚 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前东葛
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齐洪利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教师
汤 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供电公司变

电检修室检修员
孙 刚 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黎（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孙书猛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修船

分厂总工程师
孙明爽 青岛石老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孙建德 莱西市新闻中心党组书记
孙思波 青岛橡胶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苏 里 青岛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教练员
李 叶（女）青岛松下电子部品（保税区）有

限公司操作工
李 涛 青岛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实验

室质量负责人
李三忠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
李文龙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钳工
李海冬 颐中（青岛）烟草机械有限公司装配

电工
李继强 大唐山东电力检修运营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杨宇婷（女）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接线员
杨咏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市即墨区供

电公司总经理
杨锡贤 中国民用航空青岛空中交通管理站三

级管制员
吴洪珠 青岛洪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主任
何鹏程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

厂维修工
冷加礼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车队负责人
冷志俊 平度市东阁街道办事处徐福社区股份

合作社理事长
辛 渤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即墨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
宋立胜 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办事处西辛置村党

支部书记
张 星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校长
张化新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书坤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级部主任
张永胜 青岛市排水运营服务中心第一排水工

区副主任
张志华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院长
张希台 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测量员
张国防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宝亮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家口轮胎基

地研发工程师
张建顺 胶州市人民医院院长、理事长
张彦鹏 青岛市军队粮油供应站办公室负责人
张停强 青岛汇丰园海珍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陈 波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社区股份合作社

理事长
陈美佳（女）交运集团公司青岛汽车总站青岛

长途汽车站迎门服务班礼宾
陈素伟（女）青岛市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工

作站主任科员
陈起发 青岛市黄岛区辛安街道经贸中心主任
陈海鸥（女）青岛八大关锦绣园酒店总经理
陈德喜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脊柱外科主任
范前业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车间主任
金玉谟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可璋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郑世斌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设备技术员
项文年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闻中心

记者
赵 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市

南第二支行柜员
胡克涛 青岛金莱热电有限公司汽机专工
侯成尧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平度市供电公司

工会主席
侯克宁 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制

造中心冷柜公司发泡班长
姜 波（女）青岛地平线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姜 艳（女）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金门路法

庭庭长
姜 涛 青岛能源集团能源热电有限公司第一

热力分公司换热站维修工
姜 锐 青岛平度市自来水公司工程科负责人
姜春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

工程研究院化学品安全控制国家重点
实验室事故预防与控制学科带头人

袁波友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董事长

贾福宁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徐凤翥（女）山东省青岛实验初级中学教师

徐丕兵 青岛市技师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教师

徐加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网络维护中心工程师

高占华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飞行区管

理部副总经理

郭 锐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钳工

郭如意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工段长

郭希辉 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机械司机

郭培正 青岛柏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元生 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焊接首席技师

黄 涛 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崔惠峰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工艺技师

梁 刚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二厂

总酿酒师

寇世爱 青岛安邦石化有限公司运行一部设备

检修工

宿发强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亚卓（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瞿塘峡路支行会计主管

韩永健 青岛市财政局预算处处长

程存玉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事业部总

工程师

鲁 斌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青岛市公用事业收

费服务中心市北营业站收费员

解居志 海尔集团青岛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

薛超山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厂党

委书记、厂长

魏成吉 青岛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淄博市
丁 燕（女）中国共产党淄川区委员会宣传部

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于道亮 山东嘉丰玻璃机械有限公司装配钳工

王 兵 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验组组长

王 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淄博供电公司配

电运检室主管

王一君 山东省国瓷陶艺书画院工艺师

王玉华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货币信

贷管理科科长

王功庆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王立国 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大队长

王庆光 山东国顺宏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俊红（女）淄博市国土资源局规划科科长

王洪升 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陶

瓷透波材料学科带头人

韦君梅（女）淄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尹汝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淄博

分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

尹连春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校长

边希芦 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侯庄矿班长

朱俊科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任昌娟（女）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细纱挡

车工

刘成学 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红连（女）高青诚信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国辉 中铝山东有限公司第二氧化铝厂操作工

刘秋兰（女）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亚太区总

经理

江贵军 中国共产党沂源县委员会南麻街道工

作委员会书记

许业强 高青县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 亮 山东泉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 鹏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孙成富 淄博临淄成富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孙德啟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苏同安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教师

李 学 山东重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涛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级部主任

李小勇 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久存 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赵瓦村党支部书

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杨秀广 山东兆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

工程师

宋 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主任

宋汝银 淄博张店银基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张 刚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党委委员、副

政委

陈 茁 山东三金玻璃机械有限公司数控工

武怀强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五分厂工

段长

金仕玲（女）远方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郑安庆 淄博市公共汽车公司张店分公司驾驶员

赵胜建 淄博博山梦里老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胡庆军 淄博市煤气公司总调度师

柏 杨（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周村支行综合柜员

段 琦（女）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海涛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调试工

贾立建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电话销售坐席

徐美凤（女）淄博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

黄 茜（女）沂源县喜洋洋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经理

常承立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辛店电厂

检修工

崔明华 淄博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主任

盖爱民 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

部经理

董丹华（女）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品酒师

管廷进 淄博市第一医院骨二科主任

樊红英（女）淄博市周村区大街街道和平社区

党委副书记

枣庄市
王 勤（女）山东丰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员

王读福 山东潍焦集团薛城能源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主任

卞俊善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枣庄供电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滕州客户服务分中心主管

孔 婧（女）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

管理办公室主任

龙宗勇 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东北村党支部书

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白 迪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技术员

朱德明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刘 强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先锋 枣庄市庄里水库建设管理处技术负责人

汤国华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科

科长

孙 飞 枣庄市实验学校校长

孙友明 枣庄市公路管理局应急中心总工程师

孙宝华（女）枣庄市薛城区北临城小学教师

李 娜（女）枣庄中安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班组长

李永明 山东中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李宏基 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桑村派出所所长

李继鹏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滕州卷烟

厂党委书记、副厂长

杨兆忍 枣庄市峄城区吴林鑫民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时荣玉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邵庄村党支部书记

邱丙霞（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枣庄供电公

司力源集团枣庄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邱慧敏（女）山东益康集团工艺员

闵 滕 联泓新材料有限公司仪表工主修

张 维（女）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后洪庙

村党支部书记

张永密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发

电厂厂长

张宝民 山东泉兴水泥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邵 宏（女）枣庄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

罪侦查支队支队长

罗 永 枣庄市山亭区路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金 冬（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

行长

金 维 滕州市洪绪镇金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理事长

单新民 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监事会主任

宗兆国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木工现场

施工员

赵 伟 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煤业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

赵仁国 枣庄王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煤工区

区长

相 莉（女）枣庄金达莱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敬义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院长

高奎贤 滕州市南沙河镇上营村股份合作社理

事长

曹恒超 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鹿 翔 枣庄矿业集团高庄煤业有限公司班长

裴忠亚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品质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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