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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刘连民 香驰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赵素华（女）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理
王江涛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一部主任
苏风驰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精蜡厂技术员
李洪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

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欧阳修河 滨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负责人
刘秀青（女）阳信瑞鑫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师
赵培培（女）山东宏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2021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山东博远重工有限公司喷漆班组

2021年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马立文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一部部长
时 佳（女）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织造帮工
李建军 华能沾化热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值长
郭承跃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马山子供电所所长
丁国锋（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房新聪 滨州市沾化区第一中学教研组长
赵 霞（女）滨州职业学院工程造价专业教师
左丽华（女）滨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救助科科长
吕天宝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灵通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杨丛森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振刚 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金梅（女）滨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曹庆训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1年山东省工人先锋号

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
山东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密度发酵与高效表达抗原生产班组
佳化化学（滨州）有限公司工艺技术及质控部

2020年齐鲁大工匠

苏风驰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精蜡厂技术员

2020年齐鲁工匠

徐 敏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数控加工中心班长

2021年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状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美达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巨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滨州裕能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
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滨州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滨州市分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滨州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邹平市税务局
滨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2021年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常规指标

李燕燕（女）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粗纱车工
王鹏飞 滨州热力有限公司检修班长
闫英军 山东滨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商 振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建设部工程技术管理
张国良 山东省滨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沾临高速

一标段项目经理
李 刚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化学品公司经理
胡延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计划建

设部经理
张洪凯 万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安全员
王小康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储运车间主任
张庆明 滨州中海石墨有限公司气电车间主任

陈伟田 华能沾化热电有限公司燃料车间主任助理
郭庆元 山东海容电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电解液车间班组长
田文强 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动力车间职工
周 博 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
李兆明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工区长
焦培勇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熔铸四园一、二车间主任
边洪泽 惠民县汇宏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处处长
张振强 山东国创风能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技术员
杲福清 山东惠民华红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贾仲夫 阳信荣秀绣品有限公司维修技师
刘庆建 山东巨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
姚 静（女）阳信长威电子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
张 健 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氯丙烯车间班长
徐 进 大唐滨州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值长、主任助理
李志新（女）香驰控股有限公司品控班长
许 雷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丽彩车间主任
王倩倩（女）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化验员
韩曰杰 山东蓝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机修钳工
丁希宝 滨州职业学院会计专业教师
杜 静（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研究实验室副主任
吴信明 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生物制品研究室科研人员
徐新生 滨州学院高数教师
高 宁（女）山东省北镇中学年级主任、思想政治教师
张晓媛（女）滨州实验学校初中历史教师
董万军 滨州市第一中学校长助理、年级部主任、数学教师
高英民 滨州市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发展处副处长
秦翠梅（女）滨州市中医医院妇科副主任、医疗支部书记
张 浩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美术教师
王会香（女）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

农经师
季海东 滨州市沾化区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化学教师
甘明静（女）邹平市黄山实验小学语文教师
段 涛 邹平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彭美丽（女）邹平市人民医院护士长
李雪梅（女）惠民县第二实验学校音乐教师
芦津华（女）中国共产党阳信县委员会党校校委委员、教务处主任
郭宝国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校长、生物教师
刘国利 无棣县小泊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周艳芳（女）博兴县中医医院超声科主任
初跃峰 山东永正水泥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张桂玲（女）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副校长、语文教师
刘雪军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精密分馏作业区党支部书

记、主任
李子娜（女）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组长
徐传民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理
段辉婧（女）滨州中海酒店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
谢惠珍（女）山东高速滨州发展有限公司滨城收费站党支部书

记、站长
于海涛 华夏银行滨州分行运营管理部、综合管理部总经理
王晓霞（女）山东滨州烟草有限公司审计员
尹立锋 山东滨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
姜雪松 山东省沾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员
梁宁宁（女）山东滨州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员
刘艳丽（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博兴县分公司锦秋支局理财经理
林志雷 滨州市正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主任
耿建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信县支行客户经理
徐淑娟（女）金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张川川 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站长助理
李乐强 滨州市看守所一大队教导员
边清军 滨州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原环卫处环卫保洁科副科长
燕 垒（女）滨州市审计局投资二科科长
周方正 滨州市大数据局应用中心数据服务科科长
杜志超 中共滨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孙海峰 滨州市中心血站副站长
王 超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派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室

（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检察办公室）副主任
靳 春（女）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监督科科长
赵 宁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
刘希运 滨州市人民医院设备科主任
周景翠 无棣县人大常委会信访室主任
李文庆 滨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事业机构编制科科长
申永信 滨州市城市管理局督察办公室主任
赵 泳 滨州市委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科科长
袁晓华 无棣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宋 涛 滨州市沾化区总工会组织民管部部长
陈 旭（女）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刘玉萍（女）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滨州办事处业务部主管
宋海英（女）山东魏桥嘉嘉家纺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道泉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 峰 大唐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于开亭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置业公司经理
刘拥军 山东滨州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林学强 齐商银行滨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付春华 山东省滨州市通源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国建 山东达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美收 惠民县烹饪餐饮协会副会长、惠民县东方豆制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
杨洪彬 阳信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刘 尧 山东鲁北国际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何振波 航桥新材料科技（滨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郑伟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滨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高炳刚 山东鸿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邢观明 国网博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技能竞赛指标

丁元芳（女）圣豪丽景酒店房务部副经理
马 震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
马庆智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精密分馏作业区综合安全员
王 宁（女）邹平市梁邹小学教师
王 旭（女）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职员
王 君 博兴县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副主任
王 政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副班长
王 瑶（女）无棣古城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主管
王 慧（女）滨州市阳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育婴师
王一羽（女）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办公室副

主任
王玉洁（女）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
王世荣（女）博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王秀菊（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长
王建勇 阳信县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研员
王晓猛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质量班长
王彩莲（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
王清兵 滨州市中心医院医生
支建彬 滨城区腾达祥晖酒店面点主管
石艳峥（女）邹平市梁邹实验初级中学教师
付朋江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电工
白 玉（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
巩俊英（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新生儿病区副护士长
仲 帅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带

电作业班带电作业专责
刘 非 滨州市沾化区气象局气象台台长
刘宁宁 滨州市人民医院医生
刘志伟（女）博兴县渔业服务中心渔技站站长
刘利峰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班组长
刘倩倩（女）圣豪丽景酒店餐饮部主管
刘雷雷 邹平市第一中学德育处主任
闫顺波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班组长
孙洪盛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员工
牟增辉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质量班长
纪朝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经研所设计室主

任工程师
劳景婧（女）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杜兰芳（女）山东达悦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内招厨师
杜雁飞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
李 丽（女） 滨州市中心医院护士
李 滨 滨州市联通公司职员
杨松松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
吴宝犇 山东省滨州市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试验员
张 婕（女）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职员
张 琪（女）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政教处副主任
张 新（女）惠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张月芳（女）邹平市长山中心卫生院中医儿科主任
张志壮 山东滨化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张绍军 滨州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无棣县分公司台区

经理
张海燕（女）贵苑大酒店面点师
陈 晶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变

电运维三班副班长
陈浩亮 滨州神通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
岳佳敏（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
周 宁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
周小峰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队员
郑立燕（女）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第二支公司穿经工
赵 伟 滨州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路桥设计师、团支部

书记
赵 静（女）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营销部

营销稽查
赵希超 滨州元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厨师
赵俊瑞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

心调度员
赵爱平 滨州市联通公司高级客户经理
赵敬敬（女）无棣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胡亮亮 阳信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顾华利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

能运检班副班长
高明旺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班长
郭金凤（女）国家税务总局邹平市税务局四级主办
唐革新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队员
崔 帅 滨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员
崔相婷（女）国家税务总局阳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崔振民 山东滨化安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员
彭晓洪（女）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第一支公司粗纱工
董旭旭 滨州市大饭店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厨
墨保荣（女）滨州市婴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家政服务员
薛 迪（女）滨州大饭店领班
穆 玮（女）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化学检验工
戴国栋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