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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莹（女）牡丹江申通快递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佳木斯市（54名）

韩 利 富锦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驾驶员
颜京龙 同江市供水服务中心维修班班长
任德卫 桦南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驾驶员
曹彦志 抚远市供排水公司校表室主任
宋秀涛 佳木斯北方水泥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控制员
郭清以 中建材佳星玻璃（黑龙江）有限公司管网工段段长
崔玉海 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铸造分厂工段长
栾广野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米厂车间主任
李尊富 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质量总工程师
郑贵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七〇三工厂（佳木斯松辽二船厂）班组长
马铁滨 佳木斯供电公司华为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输变配安装项目部副经理
付 娆（女）中国邮政集团佳木斯向阳区分公司学府营业所所长
马 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佳木斯分公司网络代维管理
苗治国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热电厂供热管理部主任
亢裕庆 佳木斯技师学院工人
张允佳 大商集团佳木斯百货大楼班长
王 婷（女）黑龙江广汇电器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品类助理文员
徐春艳（女）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抄收班长
于 婧（女）佳木斯市向阳区建设街道临江社区居委会主任
栾姝影（女）佳木斯市前进区和平街道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孙文杰 国网电力建三江供电公司总经理
高长明 大商集团佳木斯百货大楼总经理
于智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佳木斯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闫 磊 富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
刘有为 佳木斯骥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王绍丰 黑龙江恒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振家 百威（佳木斯）啤酒有限公司包装部经理
周 明 黑龙江迪尔制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同欣（女）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佳木斯市公司副经理
吕 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三级研究员
王 颖（女）佳木斯市郊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
汪作朋（满族）佳木斯大学学科办主任
杨志悦（女）佳木斯市第一中学学年主任
李晓敏（女）佳木斯市第六小学校教导处主任
赵凤霞（女）桦川县书香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李利明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吴晓敏 佳木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丁俊杰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院长
王宝军 佳木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
谭玉良 国家税务总局佳木斯市税务局法制科科长
马 威 佳木斯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王华道 桦南县明义乡东双龙河村出纳员
高玉财 桦南县玉财紫苏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玉成 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雪芹（女）桦川县小伙伴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相林 汤原县北靠山村党支部书记
温 波 佳木斯市郊区西格木镇平安村党支部书记
袁胜海 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津江 同江市绿农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孙福冬（锡伯族）富锦市象屿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班组长
仇立海 黑龙江华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
关 涛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大型车间装配工
邓钰富 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陈 飞（女）佳木斯三和亚麻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运转教练员

大庆市（64名）
崔 阳 黑龙江昆仑啤酒有限公司包装车间主任
刘玮玮（女）黑龙江寒地林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
王岩峰 中国邮政集团林甸县分公司寄递事业部班组长
李 卿 国网电力林甸县供电分公司试验所工人
秦 刚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谷实牧业有限公司生物安全部主任
曹 宏 黑龙江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氨基酸生产二部发酵车间主任
王德东（满族）大庆市新万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张秀明 大庆宇合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餐厨垃圾处理车间主任
丁金凤（女）大庆市红宝石冰淇淋有限公司储运部主任
孟祥会 大庆华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工程师
刘雪松（满族）黑龙江龙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大庆供热分公司电气检修管理
余其军 黑龙江省海国龙油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员
李亚明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班组长
孙洪涛 大庆宏伟庆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单元班组长
芦井全 大庆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月亮湾分公司祥阁学校服务中心主管
刘博凯 大庆市大满制罐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黄祚君（满族）大庆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陈志刚 大庆市交投公共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刘 平 大庆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主任
张玉波 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部长
张 涛 华能新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部主任助理
晁 帅 华能大庆热电有限公司燃料部运行专工
李长青 大庆中蓝石化有限公司储运部部长
王 川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网路运营中心生产调度
兰智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大庆林甸分公司网络运维管理
李 伟 中国联通大庆市分公司5G共建共享工作组副组长
牛志勇 肇州县牛佼尖大瓜子加工厂厂长
蔡云楼 肇源县鲶鱼沟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鹏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丽娟（女）大庆三元翔瑞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洪博 中国电信大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孙向明 大商大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乘风店经理
吕乐扬 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田 野 国网电力大庆供电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主任
杨丽君（女）大庆市第三十六中学英语教师
于 艳（女）大庆市杏南第二小学语文教师
苏丽萍（女）大庆市祥阁学校初中部数学教师
梁 晶（女）大庆第一中学高中部英语教师
罗洪盛 大庆实验中学地理教师
顾国忠 大庆油田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张 峰 大庆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李 峰 大庆市中医医院院办主任
柳 波 东北石油大学非常规油气研究院院长
张玉先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教师
陈立勇 大庆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展云东 国家税务总局大庆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门志新 大庆市公安局会战分局社区警务三大队大队长
姜忠姣（女）大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文件检验大队大队长

李逢雨 大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吕桂芬（女）林甸县林甸镇东发村二屯农民
刘 革 大庆市红岗区杏树岗镇金山堡村农民
曹春江 肇州县十三省杂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志华 肇源县三站镇康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程秀范（女）大庆市肇源县腾越鹏程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国玉（蒙古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王国玉家庭农场理事长
刘金莉 大庆市恒瑞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于永学 林甸县永兴牧场场长
王天龙 黑龙江中农兴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许凤坤（女）大庆市百湖家庭服务有限公司育婴员
马 林 大庆市让胡路区万达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业部强电班班长
王 洪 大庆安驰运输有限公司车队队长
闫井泉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分公司投递员
李秉发 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繁荣村技术员
王丽丽（女）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寿山育肥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鸡西市（37名）
耿海龙 龙煤鸡西矿业城山煤矿145综采队队长
徐长纪 龙煤鸡西矿业东海煤矿综掘区601队班组长
张学堂 龙煤鸡西矿业东山煤矿安装队生产队长
魏相龙 龙煤鸡西矿业平岗煤矿综掘区生产区长
纪明辉 鸡西市东北亚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一车间主任
王家梁 鸡西热力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冶金所所长
杨井和 鸡西市供水有限公司维修专工
刘 帅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主任
孙开福 大唐鸡西第二热电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副主任
张少云 中国邮政集团鸡西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网运中心长途汽车押运员
朱宏武 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重症医学科医生
刘 殷 鸡西市新科洁净煤有限责任公司车间主任
潘泽忠 鸡西市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
马京会 鸡西美城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组装车间主任
张 强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制剂二车间主任
郭会民 鸡西市会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王 梁 国网电力虎林市供电分公司运检部主任
杨中星 黑龙江丰源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 刚 虎林市众孚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延震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鸡西供电公司鸡冠区供电公司经理
辛克利 中粮米业（虎林）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周新锋 黑龙江省银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王彦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鸡西分公司政企事业部主任
宋 萍（女）鸡西市城子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海英（女，满族）鸡东县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
汤继泉 鸡西市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及胸外科主任
宋春莲（女）黑龙江工业学院黑龙江省等离子体生物质研发与检测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晓丽（女）鸡西市第一中学校政治课教师
王井龙 黑龙江技师学院思政教育、德育工作教师
马 瑛（女）国家税务总局鸡西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局长
韩文兰（女）鸡西市农业综合技术中心环耕科科长
刘凤树 鸡西市城子河区公安分局城西公安派出所副所长
季晓晶（女）国家统计局鸡西调查队党组书记、队长
彭学臣 鸡东县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徐可远 鸡西市鸡冠区西郊乡西郊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高学民 鸡西市恒山区沃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潘振华（女）密山市白鱼湾镇门喜忠家庭农场员工

双鸭山市（24名）
赵风雷 双鸭山双矿医院副院长
包仁伟 中国石油双鸭山销售分公司第一加油站经理
朱长久 龙煤双鸭山矿业机电设备安装公司信息化主任
吕天文 国网友谊县供电公司安监部主任
韩春明 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公司东荣二矿运转区二车间班组长
王金柱 国家能源集团双鸭山发电有限公司生产部副主任
隋 鹏 国网电力双鸭山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
白海栋（满族）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集贤县供电分公司物资储运班班长
高自伟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双鸭山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洪利 双鸭山新时代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侯春江 国能双鸭山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大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双鸭山分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兰广东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志勇 国家税务总局双鸭山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孝冬 双鸭山市岭东区长虹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二班班长
纪良鸣 双鸭山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支队长
曹成铁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CT磁共振室副主任
王伟红（女）双鸭山市逸夫小学教师
程淑芹（女）双鸭山市建国小学教师
隋宝柱 宝清县盛实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福忠 饶河县赫津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广东 集贤县秋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保胜 宝清县海之坊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孙 刚 双鸭山市岭东区新业态工会委员会副主席

伊春市（31名）
李海军 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运行部汽机专工
王彦波 伊春北方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王加林 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分厂主管
吕文发 中铁九局伊春分公司工人
姜晓明 光明集团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技术员
赵文发（满族）伊春市爱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人
陈晓东 铁力宇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锅炉车间主任
苏明华 嘉荫县华银热电有限公司锅炉车间主任
李天宇 中国邮政集团伊春市分公司投递员
李 娟（女）伊春市友好区上甘岭市政环卫服务站环卫清扫保洁组组长
刘静涛 伊春市丰林县供热服务站锅炉段段长
韩丙春 伊春市富林农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技术员
唐 岩 伊春森工乌伊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扑灭火大队415中队长
王苍龙（回族）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森林消防大队瞭望员
郭立国 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主任
杨 君 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备用司机
姜君英（女）伊春市伊美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
杨春梅（女）伊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立夫 伊春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李红英（女）伊春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
李秀霞（女）伊春市乌翠区翠峦第三中学教师
安玉淼（女）伊春市伊美区第八中学校长
王美江 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部主任
杨 光 伊春天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文明 伊春市鑫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劳动模范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