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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赵奇生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电气车间主任

2022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机械加工二厂207线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小包装产品物管科

2022年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李 锋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栾 波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山峰 山东双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晓洪（女）滨魏工业园第二分厂粗纱组长
杲福清 山东惠民华红家具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纪振峰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动设备班长
许 雷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王玉海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
林志雷 滨州市正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主任
苏范胜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总工助理

2022年山东省工人先锋号

滨州市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消防队

2021年齐鲁工匠

赵康康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冷链车间主任，高级工

2022年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状

滨州热力有限公司
华能沾化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滨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滨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滨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三利快餐有限公司
山东南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沾化瑜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恒顺网业有限公司
阳信长威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丰香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中聚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鸿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常规指标

王新伟 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纺试主任，助理工程师
邓志阳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工程师
张 强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轮班长，技师
王 涛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副经理，工程师
陈 超 大唐滨州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值长，高级工
贾建闽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输电工程公司五级职员，技师
韩国庆 山东滨州航远物流有限公司驾驶员
李雪英 滨州浩通速递物流有限公司业务员
赵永强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二部部长，高级工
石国强 滨州山水水泥有限公司机电车间主任，高级技师
陈蒙蒙 山东滨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高级技师
罗九明 山东滨化海源盐化有限公司运保中心维修专员
张 虎 邹平田丰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初级工
王玉鹏 山东齐明炭素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仇 亮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宏正新材料原料一厂二区工区长
苏培强 山东惠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总工
王安朋 山东元旺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周 兵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聚苯硫醚项目组组长，高级

工程师
邱晓霞（女）山东科宇能源有限公司巡检操作工
谢英才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煅烧车间员工，高级工
王海娟（女）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化验员，技师
彭 波 山东北方创信防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工人，高

级工程师
张永雷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从瑞涛 山东渤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中级工
王娜娜（女）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管理部主任
赵 进 大唐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副主任，技师

刘恩山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滨州市分行直营业务部高级主管，经济师
李志武 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杨 丽（女）中国银行无棣支行业务发展部副主任，金融理财师
韦红夫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中级注册安全

工程师
杨 凡 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综合运行部主任，高级工
周 彬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销售业务主管
赵洪森 惠民力创水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高级工
张志超 山东环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员工，化工工程师
于风瑞 山东盛发科工贸有限公司技术员
石智铭 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艺部部长，工程师
李 杉 滨州市美厨厨业有限公司办公室文员
王文博 山东宏鑫源钢板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工程师
张孟孟 山东如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手套车间主任，初级工
郭雪敏（女）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质检员
宋建斌 滨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蒋红梅（女）滨州市人民医院产科医疗组长，副主任医师
聂永铎 滨州市技师学院组织部副部长，技师
王元国 滨州职业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
陈庆勇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处处长，馆员
杨宝山 滨州渤海中学（北校区）执行校长，高级教师
高桂芳（女）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附属幼儿园园长，高级教师
张海霞（女）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英语教师，讲师
张艳改（女）滨州市滨城区清怡小学语文教师，一级教师
李金忠 滨州市沾化区第二中学数学教师，高级教师
王 晓 邹平市黄山实验初级中学校长,一级教师
路冬书（女）惠民县实验幼儿园办公室主任，高级教师
秘兴锋 阳信县人民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陈延永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校长、生涯规划教师，高级教师
朱 莉（女）博兴县实验中学语文教师，高级教师
王 谦 滨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支队长
傅爱霞（女）滨州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个人账户服务科科长
李添珍（女）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
郝凯军 滨州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韩 静（女）滨州市教育局督导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董会青（女）滨州市体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曾红梅（女）滨州市中心血站办公室副主任、工会主席，经济师
吴占魁 滨州市审计局网络保障科科长，高级工程师
孙 俊（女）滨州市信访局接访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孙 磊 滨州市工人文化宫综合科科长，助理馆员
刘佳斌 滨州市纪委监委二级主任科员
庄 艳（女）滨州市红十字会赈灾救济部部长
梅振华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组织人事科二级主办
秦景敏 滨州市统计局综合核算统计科科长，高级统计师
赵 旭 滨州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
宋国强 滨州市财政绩效评价中心政府债务评价科科长，经济师
李 宁（女）滨州市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陈方明 滨州市委办公室综合一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庄怀鹏 滨州市应急管理保障中心危险化学品安全保障科科长，

工程师
王胜璘 滨州市委政法委反邪教协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许振清（女）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高级工程师
孟笑芳（女）滨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
胡 建 滨州市委统战部台港澳事务科科长
周金兰（女）滨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长、工会副主席
俞满源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科科长
王淑菊（女）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机关

工委主席，主管医师
刘玉清（女）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主任，高

级工程师
张 媛（女）博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运行办主任，经济师
吴凌艳（女）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文秘督查科科长，档案管理
于 江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馆员
岳晓彤（女）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书强 山东恒鑫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
姚立军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高级经济师
谷春生 山东滨盛文旅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师
周 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高级工程师
张晓敏（女）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二公司经理
于俊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经济师
刘海霞（女）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

副总经理，中级工
成宝江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总经理，高级技师
任长收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沾化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主办
张海峰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惠民县分公司支部书记、

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陈树常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工程师
刘兆辉 香驰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技能竞赛指标

于妍洁（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马 丽（女）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高新区管理部主任，工程师

王 杰 无棣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股股长，工程师
王 栋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队员
王 康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高级工
王 琨（女）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办事员
王 鹤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高级工
王丛丛（女）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司演奏员，二级演奏员
仇文文（女）滨州绿都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餐厅主管，高级技师
石 晶（女）邹平市焦桥镇初级中学教师，二级教师
代丽丽（女）山东省滨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试验室主

任，试验检测师
邢履帅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北部变电集控站副站

长，工程师
成天洁（女）滨州实验学校英语教师，一级教师
吕广朋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技师
任振龙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中级工
刘 娟（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营销单元

负责人
刘 慧（女）滨州市气象局预报员，工程师
刘 鑫 滨州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科员，工程师
刘世龙 鲁北技师学院教师，讲师
刘志友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焊工班长，技师
刘金苹（女）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班长，高级工
关佳伟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班长，技师
孙 帅 邹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科员
孙 旭（女）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讲师
孙发强 山东滨州东力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带电作业班带电作业，

初级工
孙淑杰 鲁北技师学院教师，讲师
李 宁（女）惠民县职业中专教师，初级教师
李 娜（女）滨州市审计保障中心社保审计服务科科长，高级审计师
李 蓓（女）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事员
李士玲（女）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操，技师
李本厚 滨州市水文中心测验科科长，助理工程师
李艳清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班长，高级技师
李晓季 阳信县审计局股长，审计师
李晓朋 滨州大饭店集团有限公司厨师长，高级技师
李宽森 国网滨州市沾化区供电公司富国供电所副所长，工程师
杨宏芳（女）鲁北技师学院教师，讲师
杨国栋 滨州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职工，工程师
杨雪鹏 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阳光路特勤站三级消防士
吴 棚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高级工
沈宝敏 滨州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科员，经济师
宋鲁峰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技术员，高级工
张 斌（女）国昌怡心园医养健康产业（山东）有限公司高级管家，

初级工
张 楠（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营销单元负责人
张 璇（女）山东省北镇中学教师，一级教师
张大鹏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四级主办
张贞利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张志康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七级职员，助理工程师
张明霞（女）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司演员，一级演员
张乾乾（女）山东省北镇中学教师，一级教师
张景春（女）滨州职业学院教师，讲师
陈长发 无棣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讲师
陈红霞（女）乾和（滨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职工，技师
陈新亮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技师
武焱甲 滨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船员
范作前 邹平市黛溪街道办事处科教文办职工，会计师
郑 重 博兴县职业中专教师，助理讲师
赵 培（女）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风控科科长，经济师
赵 群（女）滨州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九科副科长
赵康康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职工，中级工
郝继光 阳信县畜牧兽医管理服务中心科员，助理工程师
胡李平（女）山东滨州东力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贵苑大酒店服务员
相莹莹（女）山东康悦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副院长，高级护理员
侯文娟（女）滨州市经济责任审计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会计

师、审计师
侯同辉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电工班长，高级工
侯聚安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业务主管，经济师
姜雪锦（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统计师
秦文彬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叉车司机，高级工
徐 娟（女）国家税务总局惠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高存瑞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班长，助理工程师
高钦彬 阳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中队长，农艺师
郭乐乐（女）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验员，技师
郭宝照（女）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主管护师
黄 杰（女）山东省北镇中学教师,一级教师
崔玉光 山东永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工程师
崔玮琪（女）滨州市海洋发展研究院工程师
崔雪崧 山东省滨州市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工地试验室

主任，工程师
韩佳滨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滨州市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