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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
王兆申

莱芜市莱城区财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王迎迎（女）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出纳
亓 凯 山东金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吕占美（女）山东莱芜润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分析测试室主任
刘加前 莱芜市钢城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八大
庄村党支部书记
祁庆梅（女）莱芜市钢城区环境保护局污染物
总量控制办公室主任
苏 军 山东威马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磨床操作工
杨 磊 山东省莱芜市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吴卫平 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新生 中国共产党莱芜市莱城区口镇委员会
机关党总支书记
陈 锋 山东九佳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罗登武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
岳隆杰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赵 刚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不锈钢炼
钢厂副厂长
黄金栋 莱芜裕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栋梁 山东得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临沂市
于孟生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裁
上官学江 华能临沂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焊工
班班长
马红梅（女）临沂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农业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
王 东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客服部市场维修班
班长
王 丽（女）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主
审法官
王 梁 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校聘）
王佃莉（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
分行业务总监
王京国 临沂交运集团公司沂水盛通公交客运
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
王宝剑 山东临沂烟草有限公司沂水分公司富
官庄烟叶收购站站长
王焕增 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大队长
井彦明 临沂兴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车间主任
牛庆花（女）蒙阴县晏婴故里果品专业合作社
社长
毛会涛 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毛家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
方国明 蒙阴百泉乡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社长
玄瑞利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庄 园（女）临沂市社会福利院护士长
刘文玲（女）沂水县沂城街道西朱家庄村党支
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刘永连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竹承 临沂市六合鲁盛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台湾同胞）
刘芬松（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沂供电公
司配电抢修班班长
刘希文 山东华源锅炉有限公司焊工
刘建永 山东新天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兰
陵国家农业公园园区经理
闫良凯 中钢集团山东矿业有限公司提选动力
车间主井维修段段长
孙兴华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
孙宝安 河东区九曲街道九曲店社区党委书记
孙效峰 山东效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鸿雁（女）山东益膳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杜玉花（女）临沂罗庄中心医院内二科主任
李树睦 沂南县铜井镇两泉坡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民委员会主任
杨进邦 临沭县晴朗工艺品有限公司技术员
吴照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邱绪刚 山东景耀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何晓芳（女）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宋久远 山东三和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丽（女）郯城县美澳学校教师
张凤伟 临沂市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
张玉泽 山东沂星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工
张兆伟 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席
张克成 蒙阴县国税局坦埠分局科员
张克庆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副
产班班长
张贵民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
张艳丽（女）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院长
张晓华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沂供电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陈东建 莒南县东盛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武心会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家埠街道办事
处鑫惠葡萄种植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
武玉金 山东三众房地产有限公司施工科科长
林 波 中国奥德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总裁
林化海 费县化海肉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周宝英（女）费县大田庄乡周家庄村农民
庞玉坤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
孟祥山 山东玉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明 蒙阴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赵京国 平邑县保太镇堤后村党支部书记、村
民委员会主任
段友清 临沂三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天增 沂水县大地缘地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聂 兵
夏兆纪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临沂市技师学院机械装配与维修系党
总支书记、主任
徐 军 临沂市君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 永 郯城县恒丰农机化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高进华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高洪路 临沂市罗庄区罗庄街道沈泉庄党委书记
高富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眼科医院
院长
郭 红（女）兰陵县润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
黄 翔 山东卧龙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崔程祥 山东新银麦啤酒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寇凤禄 临沂华太电池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逯登哲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主任
彭 斌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测绘院不动产勘测
中心主任
韩纪雷 莒南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环卫工
腾厚玉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厉家寨樱桃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谭丽华（女）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实验员

德州市
丁建广
于文平

禹城市强农合作社理事长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马 军 德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党总支书记、总
经理
马 腾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员
马恒龙 平原县恩城镇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 建 夏津县瑞丰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 荣（女）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
主任
王建忠 谷神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
石发建 德州市第一中学年级主任
冯树强 山东陵县德强农场场长
邢增然 德州临邑县啟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后
勤部部长
曲学文 平原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春泉 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红庙朱村党支
部书记
任学辉 宁津县宁城街道办事处西张县村党支
部书记
刘红伟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刘绍安 庆云县常家镇洼刘村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刘桂文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赵虎镇大刘汗村
党支部书记
祁玉金 德州市水利局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孙天国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武城县分公
司投递员
孙京梅（女）齐河鼎泰庄园林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苏 霞（女）德州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李 琛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齐河县供电公司
营销部班长
李文令 武城县李家户镇刘王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秀贵 山东恒硕自动化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
李学功 德州市经济适用房开发中心董事长、
总经理
李瑞瑞（女）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细纱值车工
时洪亮 山东省宁津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工
会主席
宋兆明 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
大队政委
宋金松 山东福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张志强 德州市植物园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洪亮 山东滨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利坡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电器设计与
调试工
林建伶 昇兴（山东）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英亮 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街道新园社区农村
经济合作社理事长
宓东升 德州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祝 超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夏津县供电公司
运维检修部配电运检班技术员
弭尚岭 乐陵市弭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秦士东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崔丽凤（女）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崔贵海 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矫庆国 山东水星博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蒋克辉 临邑县华辉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社长
韩 晶（女）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预算
审计部副部长
喇建文 德州齿轮有限公司机加一车间加工中
心班班长
程 平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技术员
程 青（女）山东省夏津县国家税务局收入核
算科科长
管印贵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聊城市
王 跃
王丁如
王开峰

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莘县莘亭建设有限公司装饰镶贴工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聊城市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
王太敏 山东天工岩土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数控
车工
王桂霞（女）山东省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员
牛 红（女）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牛方超（女）中国人民银行临清市支行办公室
副主任

牛树亭

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执勤
二大队市医院岗班长
尹学亮 临清市鲁源苗木专业合作社社长
孔春焕（女）山东泰华面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申 华 山东金号织业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技术员
司家峰 东阿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任 敬（女）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校长
刘 飞（女）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李海务
街道谭庄村农民
刘进文 山东景阳冈酒厂副厂长
刘建勇 山东天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主任
刘奎民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冠县供电公司发
展建设部主任
刘增民 莘县农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常务理
事长
刘德善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清市供电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闫新华 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软件
设计师
许文民 山东民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明月 山东正泰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管道工
李金刚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医院院长
李森林 聊城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杨文静（女）山东茌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柜员
杨吉生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央
研究院技术员
肖陶恩 山东莘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凤华（女）阳谷风华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宋晓燕（女）聊城市水城中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张 微（女）阳谷县体育局教练员
张保国 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
张宪贵 高唐县绿色佳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陈少春 阳谷润祥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孟宪礼 山东飞泰纺织有限公司棉检室棉检员
赵吉朝 冠县康德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学刚 东阿县绿旺养驴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胡振国 聊城市总工会财务部部长
袁家鹏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
耿遵珠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党支部书记、村
民委员会主任
候新林 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镇侯家村经济股
份合作社理事长
徐玉英（女）临清市田野葡萄专业合作社社长
栾万军 山东青鲜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月霞（女）山东聊城华润纺织有限公司纺一
后纺车间副主任
高宪武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宪奎 聊城市接待处党组书记、处长
韩振成 冠县伟业养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滨州市
马学军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设
计师
王 超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营
业班副班长
王 滨 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运
分公司驾驶员
王玉瑞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汉云（女）滨州市沾化区中医院院长
王建宏 山东龙马重科有限公司技术员
王恒军 华能沾化热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海军 滨州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新伟 滨州亚泰雅德动力配件有限公司设备
保全科科长
王黎明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王德银 惠民县农丰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云浩（女）滨州市沾化区第二中学教师
刘志刚 滨州高新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刘淑娟（女）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宏儒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细纱车间二班细纱
车工
阮春华 滨州经济开发区日昇养殖场场长
李云荣（女）阳信诺瑞织品有限公司刻花车间
主任
李孝天 海纳川(滨州)轻量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压铸班班长
李宗学 滨州高新区小营街道李前居委会潘王
社区党支部委员
吴元元（女）山东惠民齐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吴胜利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熔铸六车
间主任
何 旺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
部长
沙 涛 滨州市公安局鲁冀界荣乌高速公安检
查站站长
张 磊 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王集西街村村
民委员会主任
张立铭 滨州市净洁固体废弃物处置转运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张枚房 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主任
张国清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宝勇 山东花园食品有限公司姬家花园营养
餐配送组送餐员
张树华（女）滨州市北海新区家家富种植专业
合作社农民
张继功 邹平县长山镇大由村党支部书记
陈晋銮 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振新 山东省滨州市市区国家税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

郑振雷

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总监
赵文鑫 山东鑫诚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赵奇生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电气车间主任
赵昌忠 中共滨州市委滨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驻北京值班工作办公室主任
胡云江 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耿 磊 山东永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催化车间
主任
耿金光 博兴县吕艺镇崔庙村农民
高文俊 无棣俊棣树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郭晓军 滨州实验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
韩云华（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惠民县供电
公司麻店镇供电所所长

菏泽市
丁书兵
于海勤
马国兴
马跃彬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山东立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课题组长
山东省东明县马头镇邵庄行政村农民
山东尚舜化工有限公司不溶性硫磺车
间主任
王 凯 山东易达利化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文义 菏泽开发区岳程办事处西王堂社区党
支部书记
王志国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郓城县供电公司
副总经理
王海明 菏泽市林业局二级研究员
方生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菏泽
分公司传输电源维护工程师
尹利广 山东郓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石秀勇 山东青林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编制品车
间主任
冯林华（女）山东佳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员
朱瑞广 单县君信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任庆生 曹县大集镇丁楼村农民
任红姣（女）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招商一局局长
刘 振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菏泽市定陶区供
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刘 梅（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单县供电公
司施工作业班班长
刘念波 花冠集团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振华 成武县成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关志洁（女）山东玉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洪卫 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孙楼行政村党支
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孙敬同 山东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李正道 曹县正道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红桥 东明县三春集灌区管理处主任
李修京 山东天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振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菏泽供电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李嘉伟 山东省曹普工艺有限公司户外家居车
间主任
杨纪明 巨野县独山镇蒋寺张庄村党支部书记
杨现旺 郓城县经济开发区金河社区党支部书记
谷 艳（女）菏泽市地税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分局局长
宋道玉 鄄城县左营乡丁阳寺行政村郭集村农民
张丕峰 成武金安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张海玉 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七一村党支部书记
陆全新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
尚庆峰 鄄城县公路管理局党总支书记、局长
庞全恩 山东莱河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居发奎 山东四君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
心品酒委员
赵 菁（女）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宗敏 单县蔡堂镇李寨村党支部书记
夏俊祥 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玉宝 曹县普连集镇李楼寨村农民
黄圣伦 山东省成武县国家税务局局长
曹传增 巨野县麒麟镇南曹村党支部书记
崔 哲（女）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王楼村农民
董城郊 郓城县郓州街道盛平社区党支部书记
韩亚丽（女）曹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主任
曾广国 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
游 磊 富士康科技集团菏泽科技园装配主管
解心景 鄄城县彭楼镇舜王城行政村农民
樊庆芳（女）山东省郓城县地方税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
樊继文 郓城县阳光谷物合作社理事长
潘东升 菏泽市定陶区文化馆馆长
潘先军 菏泽市绿茵绿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秋彦（女）菏泽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局副
局长
魏洪森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巨野县供电公司电工

省直单位
乙广燕（女）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
油厂采油管理三区注采301站党支部书
记、副站长
丁茂家 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船长
于少明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马 力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督查内审处副处长
马广俊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电
力分公司东区供电公司电工
王 芳（女）山东省农业厅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
王 欣（女）山东省立医院血液科主任
王 栩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王军成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主任
王秋荣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田

辉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渤海钻
井总公司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党总支
副书记
冯新永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胜利采油厂
采油管理五区采油工
冯新岩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变电检
修中心电气试验班班长
匡兆庆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胜
东管理中心党委常委、副主任
吉兴香（女）齐鲁工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
毕学军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学院院长
吕书栋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公
共事业服务中心锦苑物业服务公司维
修工
任林刚 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
主任
刘 波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动
车段动车组机械师
刘永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
刘伟韬 山东科技大学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副
院长
刘德华 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豫龙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胜
利发电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齐振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
司胜利炼油厂班长
江丽华（女）山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研究员
许军富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海洋钻
井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许爱华（女）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西车务段货运值班员
孙占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四二三工厂技术
处处长
孙学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软件维护科
科长
苏庆民 国网技术学院培训教务部主任
杜英国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供
电段副主任
李广庆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李有志 山东省兽药质量检验所所长
李国红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宝生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副院长
李咸水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机要通信局
投递班班长
李恒庆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副主任
李淑芳（女）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临盘采
油厂工艺研究所副所长
杨丽芝（女）山东省地质调查院水文地质项目
研究员
杨秀玉（女）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
杨萧栩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
心局干线邮运驾驶员
杨湖川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
采油管理十区经理、党委副书记
吴言坤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映荣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张 帆 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工交处一级主
任科员
张 刚 大众报业集团齐鲁晚报济南事业部副
主编
张久伟 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立山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济青济南路管
分中心主任
张兴瑞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井下作
业中心胜采作业大队技术服务队作业工
张春荣（女）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
油厂集输大队郝现联合站集输工
陈 炜（女）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法务部部长、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陈学森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陈增敬 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
邵 磊 山东省审计厅一级主任科员
尚书旗 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季风运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西
工务段铁路探伤工
金瑞清 山东省海河流域水利管理局组教科副
科长
周建明 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长山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胡旭辉 山东省地震监测中心地震观测技术保
障室工程师
贺爱华（女）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学院烯烃催
化实验室主任
袁令赟（女）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
分公司氯碱厂环保科科员
夏 静（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校聘）
高 才（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销售分公司潍坊坊子潍胶加油站经理
高文胜 山东省果茶技术推广站果树技术科科长
高文静（女）山东省煤炭工业信息计算中心记者
崔 婧（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宿 亮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电
务段信号工
彭吉水 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指挥中心特种
车辆科地面设备操作员
董翠萍（女）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蔡保刚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客
运段段长
潘旭东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飞行教
员、责任机长
燕峒胜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供
水分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
薛 军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机
务段动车组司机
魏 萍（女）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
结算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