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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
于海凤（女）山东军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主任
王峰田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基建部部长
王湛源 山东鲁百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裁
田会英（女）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安里村农民
刘冬至（女）中共东营市纪委东营市廉政教育

中心主任
刘志刚 东营市河口区新河林木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
刘振刚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孙国新 东营市地方税务局油田分局局长
李 鑫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营市垦利区供

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
李明刚 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李增刚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催化联合车间

主任
杨红燕（女）利津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指

导员
宋爱民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宋锡滨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张立林 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大宋村党支部书

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张向辉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石化事业

部部长
陈守温 利津县双瀛水产苗种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尚建立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孟磊 东营市俊源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质

量工程师
高永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营市供电公司

带电作业专责
高传星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郭加加 山东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一

部中控员
崔国厂 东营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评审交易中心

主任
葛海军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抄纸工
魏 涛 东营市地方税务局东营分局党组书记、

局长
魏瑞霞（女）东营市实验小学教师

烟台市
于传莲（女）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科员
于炳安 烟台市建筑之友创客空间设计有限公

司镶贴工
马京波 烟台市种子管理站站长
马树刚 龙口市胜通物流有限公司维修中心经理
王 雁（女）烟台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课长
王曰刚 莱阳市冯格庄街道办事处桃源庄村党

支部书记
王可琪 烟台市牟平区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

维修工
王永杰 烟台市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王志强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王春宁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安装分公

司党总支书记、经理
王春杰（女）招远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王洪光 烟台西蒙西轴承有限公司维修工
王洪波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冻干工
尹伟英（女）烟台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治安管理大队科员
石晶生 烟台龙港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卢 刚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市供电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史亚萍（女）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产品开发

部部长
付景兵 蓬莱市小门家镇源翔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冯 庸 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总经理
成进军 烟台鲁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电气维修工
刘广进 莱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清运队队长
刘玉祥 龙口市石良镇尹村党支部书记、村民

委员会主任
刘虎建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政教主任
刘春红（女）烟台马利酵母有限公司发酵工
刘振东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雪峰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实习指导教师
刘维波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东沟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刘博学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闫修峰 华电龙口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江 伟 烟台港有限公司矿石码头分公司装卸

机械司机
孙 杰 烟台吉斯家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孙泽世 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仓储工
孙宪法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锡辉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阳关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
李志英（女）蓬莱市郝斌中学校长
李建民 烟台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
李建波 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
李翠芹（女）烟台市洪强供水工程有限公司排

水工
杨 军 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
杨希勇 山东三和德通律师事务所主任
杨德将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管

装工
何永荣 方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邹本波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船舶船长

邹积坤 烟台市福山区东厅街道办事处南十里
堡社区党支部书记

辛宗明 中国共产党海阳市委员会常委、政法
委员会书记

宋 杰 海阳市东村街道和平村党支部书记
初鹏飞 莱阳市团旺镇光山村党支部书记、村

民委员会主任
张 侠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张仁华（女）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世平 烟台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二级警员
张在奎 烟台圣洁岛海参养殖基地有限公司理事
张承轩 海阳市富群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淑香（女）鸿富锦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

司操作工
陈松海 招远市金岭镇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
陈善茂 莱州市金城镇新城村党支部书记、村

民委员会主任
林翠英（女）栖霞市翠乐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周卓良 烟台市福山区卓良水稻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周鹏辉 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研发

主管
战 梅（女）山东康达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操作工
姜卫娟（女）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玉米

所所长
姜兰东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焊工
姜延泉 烟台泉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永明 龙口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徐向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

公司总经理
徐明娜（女）龙口市农业局科员
徐艳鹏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钳工
徐继亮 莱州联友金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员
栾会光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吹炉工
高大吉 长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船长
郭 伟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装配钳工
崔文罡 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康日春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采掘工
商静宇 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梁 辉 烟台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梁兆林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栖霞市供电公司

电工
宿 冉（女）莱州市第一中学教师
尉云高 莱阳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
隋学海 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机线工
蒋善凤（女）招远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蔡润圃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潍坊市
丁 强 诸城市汇鑫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于英智 潍坊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前阙庄村党

支部书记
马利新（女）临朐县寺头镇相亮山楂合作社党

支部书记
马耀霞（女）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

版师
王 权 诸城市下茁山花生生产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王 新（女）山东恒联投资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王飞飞（女）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
王仁善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纯碱厂新线重

碱车间主任
王玉美（女）寿光市交运汽车站有限公司售票员
王训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潍坊供电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永法 临朐县天润农场场长
王江堂 昌乐县凤凰岭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泳中 诸城东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维修车间

主任
王炳芹（女）诸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宣教科

科长
王海松 潍坊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调压中心技术

督导员
王福华 潍坊雷克兰劳保用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牛建一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理事长、大神经

内科主任
尹 义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副庭长
冯蓬勃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吕继贤 山东浩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在贵 潍坊市聚天农牧有限公司养殖事业部

经理
刘志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诸城市供电公司

变电检修班班长
刘序林 山东雷奥新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刘祥伍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闫方清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部部长
孙 涛 高密市密水街道碾头社区党总支书记
孙曰波 潍坊职业学院农林科技学院副院长
孙传德 潍坊市寒亭区开轩农场场长
李伟华（女）潍坊市潍城区南关街道人民商城

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李法曾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奎珍（女）安丘市辉渠镇雹泉村村民委员会

委员
李冠兴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班长
张 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成元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
张国庆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理

事长
张建民 潍坊市千业色纺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照松 寿光世纪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
范满国 山东满国康洁环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剑 诸城中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副

部长

周建章 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模具主管
郑立强 高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总支书记、董事长
泮月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

汽车厂车间主任
孟祥军 临朐县农村能源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
赵 强 青州鲁威有机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 霞（女）潍坊市玉泉洼种植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理事长
赵丰平 山东省昌乐二中校长
赵连东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洪东 潍坊中学工会主席
赵洪伟 潍坊花香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社长
赵洪周 山东世纪泰华集团有限公司福乐多超

市理货员
荆汝泉 高密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胡道军 临朐县兴隆建安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
秦伟博 潍坊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大队长
班洪花（女）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便利店运营中心负责人
夏传兵 潍坊市奎文国家税务局信息中心副主任
徐 芳（女）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徐世刚 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林收 高密市阚家镇松兴屯村经济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徐国栋 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殷好治 昌乐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郭百礼 山东寿光天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郭严平（女）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驾驶员
桑名亮 寿光市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
曹淑美（女）孚日集团梦圆家居公司车间主任
寇瑞国 潍坊市财政局财政政策研究室主任
董华友 中化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春燕（女）青州市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韩全亮 寿光市民隆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韩忠玉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韩晋友 安丘市石堆镇西河洼村经济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舒 安 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甄曰菊（女）山东吉青化工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臧传奎 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翟文成 潍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人事科

科长
薛 华（女）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分

公司业务经理
穆洪伟 昌邑市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绿

化工
鞠卫民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安丘市供电公司

光明电力施工队队长

济宁市
于世鹏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常

务副院长、工会主席
马双文 梁山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
马兆文（女）济宁市兖州区向阳花家庭农场场长
王 乐（女）山东济宁心心酒业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工会主席
王广荣（女）山东金宇商贸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王成允 山东梁山徐坊大曲有限公司技术员
王如勇 汶上县如勇苗木种植中心理事长
王美华（女）嘉祥县满硐镇翟坊东村党支部书记
王振男 鱼台县振南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业务

经理
文方武 微山县马坡镇圣威家庭农场场长
孔祥民 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主任
田亚平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司相芳 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司秋英（女）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财政集中支付中心主任
吕新民 曲阜天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
朱思东 山东省微山湖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巷道

掘砌工
刘 岭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现允 山东万事达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刘福建 邹城市地方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闫崇高 梁山县小安山镇冯庄村党支部书记
孙庆义 曲阜市良友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守营 山东红太阳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李 鲁 山东公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卫东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苗木协会会长
李汝祥 金乡县康华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体恒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春荣（女）金乡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杨 楠（女）济宁九龙贵和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中革 兖州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连河 山东联合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宜东 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园林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宋如兵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泗水县供电公司

办公室主任
张 平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教务处主任
张 峰 微山县夏镇街道曹庄村党支部书记
张秋萍（女）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班长
张保建 山东济宁烟草有限公司专卖监督管理

科科长
张洪锋（女）济宁高新区王因镇后岗村农民
张雅莉（女）济宁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所长
陈忠合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二号煤矿

综采一区采煤机司机
周 磊 济宁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工会主任
周不修 金乡县晨雨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周长权 邹城恒益热力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

郑兆宗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孟 奎 济宁海关机关服务中心厨师长
孟庆站 济宁市技师学院教师
赵 云（女）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副所长
赵小娟（女）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郝 隆 微山县两城镇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
侯晓曦（女）梁山庄稼人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姚洪远 泗水县圣水峪镇南仲都村党支部书记
聂志奎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骨关节外科主任
顾 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济宁

分公司技术员
顾士胜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钱振亚 嘉祥县梁宝寺镇钱集村农民
徐继兵 山东济宁运河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综采

二区副区长
高 军 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 振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销售

总监
郭波波 汶上县雷沃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常 猛 山东常生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崔 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济宁市分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崔金声 巴斯夫浩珂矿业化学（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长
程学良 邹城市中心店镇东傅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
焦绪常 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生产部主任
路笃俊 山东省汶上县丝杠有限责任公司车工

班长
廉 政 济宁众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技术

顾问
臧永芝（女）邹城市润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
薛 超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则庙项

目部经理

泰安市
王光忠 新泰市青云街道福田社区党委副书记
王同伟 山东泰山轮胎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申洪英（女）泰安市岱岳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
吕 彬 泰山云谷互联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朱宁鹏 山东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鑫安煤矿

运转工区维修队长
刘电新 山东泰山安康生态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艳林（女）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

管理委员会主任
刘温来 中国共产党泰安市委员会宣传部市文

明办活动协调科科长
安红强 泰安市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桃

花峪管理区党支部副书记、副区长
许兴堂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教师
许振坡 宁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纪 伟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
李 平（女）泰安市中医医院副院长、肺病科

主任
李 勇 新东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万海 宁阳县圣地农庄农业休闲观光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李云岱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李升刚 泰安市恒丰典当有限公司业务主办
李钦顺 新泰市国有太平山林场场长
李修林 肥城白庄煤矿有限公司掘进一区副区长
李海燕（女）山东华兴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细纱

挡车工
杨仁庚 肥城市王瓜店大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吴同殿 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前旧县村党支

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宋其涛 泰安市泰山景区客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宋宪臣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泰安市分公司投递员
宋尊柱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 冰 山东厚丰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销售部

销售员
张 宸 新泰市青云街道青云社区党委书记、

居民委员会主任
张 辉 山东友邦肥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玉晶 泰安市地方税务局泰山分局局长
张若祥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张道恒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村煤矿

技术员
张德刚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陈爱武 新泰市唯特果树研究所技术员
武 辉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东平县分公

司投递员
郁国强 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庞广礼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丽（女）泰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赵士梅（女）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御碑楼社

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耿进平 东平县银山镇耿山口村党支部书记
贾衍强 山东众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锅炉工
贾爱云（女）肥城汇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高 罡 新泰市公安局禹村派出所所长
展长顺 东平县总工会主席
麻宝忠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康俊昌 泰安市里峪惠民林果专业合作社副理
事长

梁 栋 肥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
韩 丽（女）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电气队继

电保护班工作组组长
程化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泰安

分公司副总经理
焦恩岭（女）东平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环卫

工人
缪 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泰安市分

公司岱岳区分公司总经理

威海市
于 江 乳山市爱母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 毅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文水 威海御龙旗西洋参专业合作社社长
王玲玲（女）威高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丛建臣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丛建杰 威海仁昌电子有限公司维修工
丛荣洲 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冶口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
邢树明 文登威力工具集团有限公司技改办副

主任
吕增兵 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润东 山东安然纳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 胜 荣成市城乡建设局局长
孙云龙 威海怡和专用设备公司车间主任
孙玉晓 荣成市寻山街道赵家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
李光太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树阳 威海市乳山公路管理局局长
李俊峰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
李德政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杨 杰（女）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杨文勇 威海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杨明燕（女）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谷业廖 威海海鑫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厂厂长
辛 华 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修帅 威海华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张玉朋 黄海造船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部长
张桂林（女）宏安集团有限公司光缆车间主任
张恩东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耳鼻喉—头颈外科重

点学科带头人、教研室主任
武仁德 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局局长
金新明 威海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检修车间主任
周 玲（女）威海市古寨小学校长
周建华 威海市中心医院科主任
周俊英（女）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周晓毅 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一大队

副主任科员
单振宇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法委信访办主任
宫福祝 山东金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电气主管
祝旦璞 山东樱聚缘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徐芳芳（女）乳山市海天集团有限公司洗浴部

主任
郭清云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建筑

分公司经理
唐克永 乳山市乳山口镇南唐家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
陶遵建（女）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财务官
樊海英（女）恒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日照市
丁德恩 日照市茶叶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于庆兰（女）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大宅科村村民
马玉娟（女）日照市黄金海岸装卸工程有限公

司公寓班长
叶 成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申 军（女）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

部大堂主管
田中余 莒县浮来山街道田家店子村党支部书记
冯展帅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技师
刘 伟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日照供电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刘平刚 山东阳尔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兰普 莒县晨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技术

经理
刘雨奇 山东双港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闫秀训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孙西周 日照市中医医院脑病三科主任
孙继先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安全保卫

部安全督查业务经理
李玉军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照电厂

策划部副主任
杨乐清 日照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东

港分局局长
张守英（女）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崖村党支部

书记
陈维芹（女）莒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赵庆英（女）日照市金海岸小学校长
姜成西 日照市岚山兴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郭章峰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第

四建设项目部经理
黄庆林 山东汤谷太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梁茂连（女）莒县小店横山家庭农场场长
程学晓 海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技术总工
焦自华（女）山东幸福盛地养老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西湖敬老院院长
蔡中堂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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