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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表彰 2019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2019年 4月 23日）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

了新的步伐。在这一年里，全国广大职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爱岗敬

业、争创一流，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工作业绩，以不

懈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

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进一步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

感和使命感，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授予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等 92

个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授予姜顺玉等 695名职工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授予北京金板寸文化发展中心金板寸学雷锋志愿者服务

队等 797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希望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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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干劲、闯

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 
（1名） 

 

张士亮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德育处主任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名单 
（1个） 

 

国家税务总局高青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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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 
（17名）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珂      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茂程      山东海旺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可江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鹿  超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玲玲（女）  淄博岜山织造有限公司挡车工 

周东升      山东海湾吊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起重队长 

王延伟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工段长 

张  刚      山东知味斋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行政总厨 

刘晓明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书记、主任 

焦守法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桥梁所所长 

张  平      山东淄博清梅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厨艺总监 

王  丽（女）  山东东岳集团研究院院长助理 

童拉念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工 

崔艳国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主任 

陈建香（女）  淄博实验中学级部副主任 

张学义      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系主任 

刘新波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白杨河发电厂副厂长、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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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名单 
（5个）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民基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名单 
（9个）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辛店电厂运行部丙值二单元 

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S102济青线周村区北河东村至淄博潍坊界段改建工程驻地监理处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公司槽窑部甲班 

淄博市周村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205车间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海尔新星公路物流港 

山东柳杭减速机有限公司技术部 

山东联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联能电力设计研究院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机车间嵌线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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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总工会文件 
 

 

 

淄工发〔2019〕9号 
 
 

淄博市总工会 
关于命名振兴淄博劳动奖状（章）和 

淄博市工人先锋号的通报 
  

去年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

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紧紧围绕市委“一个目标定位、四个着力建设、十个率先
突破”总体思想和工作布局，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当好主力军、
聚力新动能、建功新时代”劳模（工匠）引领劳动竞赛和职工技
术创新竞赛活动，为新旧动能转换和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献计出

力，建功立业，彰显了工人阶级的时代风采和主力军作用，涌现

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进一步激发和调动社会广大职工“担当作为、狠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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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积极性，在实现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全面振兴、走在前列
中展示新作为。市总工会决定，命名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等 20 个单位“振兴淄博劳动奖状”、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于守政等 109名个人“振兴淄博劳动奖章”称号，命名山
东元星电子有限公司制造一组等 50 个集体淄博市工人先锋号称
号。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希望受到命名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

再接再厉，砥砺前进，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和广大职工群众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

维护”，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勇

于奉献，努力开创新时代全市工会工作新局面，在推动全市新旧

动能转换，做好“高、新、轻、绿”四篇文章和推进淄博高质量发

展中做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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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淄博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名单 
（20个）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齐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工陶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纽氏达特机器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聚泰泵业有限公司 

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鲁源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山东山铝环境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市煤气公司 

淄博柳泉中学 

淄博市中心医院 

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淄博新城区开发建设办公室 

中共淄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博山区税务局 

周村区职工服务中心 

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桓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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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名单 
（50个） 

 

山东元星电子有限公司制造一组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聚合物车间设备操作 2班 

张店区中医院康复科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苏锡常片区常州呼出1组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茅台运营部 

山东先河悦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托辊车间 

中建五局三公司齐鲁城市公司淄川市政项目部 

淄博岜山织造有限公司织造车间 

博山焦裕禄纪念馆（故居）讲解员组 

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政教处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生产设备部 

西铁城（中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加工中心组 

周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经济发展科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染整事业部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车间 

山东齐鲁石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旋压车间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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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民生热线服务中心 

山东新马制药装备有限公司钣金班组 

山东齐芯微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贴片工序 

山东智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子车间 

淄博高新区宝山生态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和环境保护办公室 

山东三金玻璃机械有限公司铆焊分厂框架机器人班 

山东铭仁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安装班组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膜品车间模压班组 

桓台县中医院化验室 

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职工维权中心 

高青县行政审批局商事登记科 

山东宝乘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 

山东美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松班组 

国家税务总局沂源县税务局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电仪车间 

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董亮酱香班组 

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生物车间 

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有限公司粘土高铝分厂成型乙班 

华能辛店电厂检修部炉控班 

山东泉舜集团淄博瑞安输变电工程工段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环保管理部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连锁零售部 

淄博市人民政府市民投诉中心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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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信息中心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数学教研组 

淄博市中医医院心血管病科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内科 

淄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设计所 

淄博市歌剧舞剧院演唱队 

中铝山东有限公司第二氧化铝厂沉降东车间沉降机台 

淄博绿川燃气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会计财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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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淄博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 
（109名）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守政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马志勇      山东千喜现代家政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王  刚      淄博市环保供热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经理、支部书记  

王  磊      淄博泓润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后整理班长 

王开鹏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兼施工组长 

王立恒      淄川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保洁大队队长 

王利剑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王建新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王梓豪      山东国顺宏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王鸿博     淄博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毛民基      山东民基化工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田  菊（女） 淄川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教师 

冯  震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电视中心频道总监 

冯国辉      淄博莱钢钢结构有限公司班组长 

司书剑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张店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邢兆强      淄博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巩建力      山东山铝环境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人 

毕玉忠      淄博市展览馆安保科科长 



 ·12· 

毕保军       淄博市建筑管理处科长 

吕  宏（女） 山东铝业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民管部副部长 

吕志远       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副科长 

朱可双       山东兴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丽华（女） 山东新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朱秀水       淄博市教学研究室办公室主任 

乔晓东       荏原机械淄博有限公司喷漆工班长 

刘  伟       淄矿集团公司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 

刘  冰       共青团淄博市委办公室主任 

刘之明       山东泰展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刘玉瑛（女）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鲁耐窑业有限公司技术专家 

刘在平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 

刘江帆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记者 

刘国柱       山东淄博饭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厨师长 

刘厚余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刘振宇       山东华成集团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 

许  蕾（女）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总经理 

孙  欣（女） 高青县第一中学教师 

孙文龙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工人 

孙兆荣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 

孙爱君（女） 淄博万杰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李  潺（女）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周村区税务局人事教育股股长 

李化全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李安海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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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峰       淄博李秋峰陶瓷艺术馆馆长 

李德军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 

杨东亮       山东硅元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 

邱树升       淄博市中心医院医生 

宋景福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北方新药公司总经理 

宋鑫帅       山东中保康医疗器具有限公司员工 

张  青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淄川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  浩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办公室主任 

张  萍（女） 淄博中学学生处主任 

张  森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科研处副主任 

张  森       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金勇       淄博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督查室主任 

张艳光       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分院副院长 

张海英（女）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生物组教研组长 

张鸿港       山东方正建工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武守明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季跃相       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  叶（女） 淄博富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周  刚       山东多星电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周  峰      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周彬广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 

孟  莉（女） 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孟凡波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铆焊车间焊工班长 

赵  庆       山东宜景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成型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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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东       临淄区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 

相  林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信  斌       淄博市委政法委宣传科科长 

耿庆敏       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侯庄矿驻金鼎项目部工程队队长 

耿现清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 

贾远超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贾模章       沂源县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柴  炯       山东昭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组组长 

钱  堃      淄博工陶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徐东明       临淄区纪委监委临淄区纪委常务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 

殷东升       高青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高海慧（女）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馨苑小学教师 

郭  静（女） 桓台县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部部长 

郭传利       淄博天向化工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 

唐家盛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沂源县供电公司办公室主任 

梅嵌嵌（女） 淄博周村古商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解说员 

袭  峰       桓台县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盛俊伟       淄博市纪委市监委驻市卫健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盛洪业      山东三金玻璃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崔淑婷（女） 沂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鹿晓琨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盖福奎       山东宏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行波      高青县妇幼保健院医生 

蒋德志       淄博市张店东部化工区管委会经济发展招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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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超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韩明霞（女） 博山区教育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程  芳（女） 淄博市第一医院宣传科科长 

傅作权       淄博市科学技术局机关专职副书记 

焦方芹（女） 淄博职业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党支部副书记 

窦雪锋       山东侨牌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蔡  博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翟玉明（女） 淄川般阳路街道办事处总工会主席 

翟克兵       淄博市张店区第八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翟海吉       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薛卫国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魏东新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外一科主任 

魏胜祥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 

魏晓宾       山东德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装配车间组长 

王创业      淄博市总工会主任科员（派驻博山区池上镇上郝峪村第一书记） 

刘发德      淄博市教学研究室研究所所长（派驻沂源县西里镇前西里村第一书记） 

赵庆欣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科员（派驻高青县木李镇堤外周村第一书记） 

邹宗强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科长（派驻沂源县鲁村镇月庄村第一书记） 

韩  峰      淄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科长（派驻淄川区寨里镇蓼坞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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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金牌工匠获得者名单 

（授予振兴淄博劳动奖章，不重复授予）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  强       淄博推进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戚平川       淄博齐缘堂工艺品有限公司技术员 
贾  浩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电气工段长 
翟  胜       淄博市博山区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朱  玲（女）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染化配料工 
任剑生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 
田辰远       山东泰宝防伪制品有限公司工程师、技师 
李  岩       国网高青县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二班班长 
刘  磊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技师  
安文文（女） 山东硅元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意设计中心设计师 
孙庆萍（女） 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设计中心设计师 
靳树峰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院长助理 
陈林海       山东钢铁集团淄博张钢有限公司冶金机械厂电焊工 
李  超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焊接班班长 
赵  钢       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沸石三区班长 
侯念国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班长 
牛世平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 
赵海洋       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班组长 
刘晓军       淄博世纪蓝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张  凯       淄博职业学院动漫艺术系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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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总工会文件 
 

 

 

淄工发〔2019〕10号 
 
 

关于命名助力乡村振兴工友创业园 
 “农民工之星”并向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
人颁发振兴淄博劳动奖状（章）的决定 

 
近年来，全市各级各单位工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的指示精神，按照省、市总工会统

一部署要求，以“工友创业”为牵引，广泛组织农民工入会、实施

劳模项目带动、开展农民工技能竞赛、参与推动农村转移劳动力

培训、支持企业吸收带动农民工和贫困群众就业，以实际行动投

身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目标作出

积极贡献。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助力乡村振兴的优秀工友创业

园和优秀农民工个人。 

为激励更多工会组织、工友创业园、户籍在农村或有志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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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的广大职工参与到乡村振兴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来，市

总工会经研究，决定命名山东思远蔬菜专业合作社等 20 家单位

为市级工友创业园，命名陈作顺等 20 名个人为市级“农民工之

星”。同时向其中表现突出、作出优异成绩的“十佳”工友创业园、

“十佳”农民工之星颁发振兴淄博劳动奖状（章）。 

希望受到命名的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工友创业”以及“工友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农业振兴；要积极发挥各级劳模作用，组织劳模特别是企业

家劳模、有技能劳模开展送项目、送人才、送培训活动，为乡村

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新贡献；要加大农民工入会、技能培

训竞赛力度，提升农民工素质，促进农民工就业，以就业带动农

民收入增长、技能提升、事业发展，推动新型农民工成为乡村振

兴的引领者和促进者，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展示工人阶级新

生力量的风采。 

附件： 

1.助力乡村振兴工友创业园名单 

2.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工之星”名单 

3.振兴淄博劳动奖状（章）获得单位和个人名单 

 

 

 

                        淄博市总工会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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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助力乡村振兴工友创业园名单 
（20个） 

 

山东思远蔬菜专业合作社 

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沣亿农场 

淄博博山保益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桓台县泓基农业专业合作社 

淄博兆佳花卉园艺有限公司 

淄博博山润成有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淄博冠腾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广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新坐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沂源桔梗产业协会 

高青诚信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沂源东盛梅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淄博潭溪山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农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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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临淄成富种植专业合作社 

淄博博山花迹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飞龙食品有限公司 

淄博菌誉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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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工之星”名单 
（20名） 

 

陈作顺   沂源桔梗产业协会会长 

张汉修   淄博河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  猛   淄博幽幽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朝霞   高青荒土地瓜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张丽娟   淄博临淄东科蔬菜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王继俊   淄博百萃源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庆华   淄博益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  忠   淄博上坡地家庭农场董事长 

陈长海   山东尊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霞   淄博香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春红   淄博临淄绿圃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田  龙   淄博田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汝银   淄博张店银基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  雷   山东梦泉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东   淄博天梓亿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春香   淄博锦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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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刚   淄博临淄美瑞鲜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 

刘子花   山东国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善纬   淄博宝善蜜蜂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宝   山东众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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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命名助力乡村振兴工友创业园“十佳单位” 

振兴淄博劳动奖状名单 
(不重复授予) 

 

山东思远蔬菜专业合作社 

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沣亿农场 

淄博博山保益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桓台县泓基农业专业合作社 

淄博兆佳花卉园艺有限公司 

淄博博山润成有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淄博冠腾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广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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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助力乡村振兴 “十佳农民工之星” 
振兴淄博劳动奖章名单 

(不重复授予) 

 
陈作顺   沂源桔梗产业协会会长 

张汉修   淄博河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  猛   淄博幽幽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朝霞   高青荒土地瓜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张丽娟   淄博临淄东科蔬菜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王继俊   淄博百萃源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庆华   淄博益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  忠   淄博上坡地家庭农场董事长 

陈长海   山东尊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霞   淄博香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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