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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
省各族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扛起维
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勇闯黑龙江振兴发展新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胜
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黑龙江振兴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黑龙江振兴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全省广大劳动群众爱岗敬业、辛勤劳动，埋头苦干、拼搏
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为党分忧、为国尽责、
为民奉献，精于创业、敢于创新、善于创造的先进模范人物，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优秀
代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楷模，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是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先进典型，他们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和崇高品质，模范践行了伟大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生动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黑龙江振兴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范，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的时代风尚，进一步激发全省各族人民干事创业热情和积极性，汇聚起推动黑龙江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磅礴伟力，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曲达等940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希望获得表彰的劳动模范珍惜荣誉、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充分发挥模范表率作用，示范带动
全省广大劳动群众以更加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劳动模范为榜样，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以永不懈
怠的拼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开创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局面，努力把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劳动模范名单

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的决定
（2022年7月6日）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劳动模范名单

（下转第五版）

哈尔滨市（186名）
曲 达 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长
张 永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铸造专业总师助理
方立辉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任伟才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高级主任师
毕苍兆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主操作手
孟凡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毁伤技术部副总工程师
鄂玉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机动能源部设备电气维修技术主管
王立新 哈尔滨龙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工段长
魏忠良 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班组长
柏永军 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装饰工
马 俊 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焊接车间技术主任
李云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石化分公司第一联合车间值班长
任秋雨（女）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室组长
范继承 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班组长
周一飞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卷烟厂生产调度
隋 伟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项目负责人
石宝剑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南岗第一营业分公司生产运行室副主任
韩芳明 航天海鹰（哈尔滨）钛业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
田 堃（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订单处理员
闫利民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阿城区分公司维护部工程主管
王传艳（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道里区分公司投递员
赵丽娜（女）中国邮政集团哈尔滨市分公司香坊区分公司金融业务部主任
王 昭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网络部副主任
李彩秋（女）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液一车间配剂总班长
蔡 旭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302车间负责人
边 疆 哈尔滨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中心资产管理专员
刘文龙 哈尔滨金山堡供热有限公司第十二运营部二号站站长
王志军 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西净水厂生产系统优化提升研究专班组长
钱同来 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孙颖超（朝鲜族）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中心工人
董艳峰 哈尔滨顺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
刘长贺 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汽车队驾驶员
汲宏娜（女）哈尔滨交通集团公路客运总站有限公司哈西站分公司站务员
高 阳 哈尔滨市城市通智能卡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兼技术部部长
田 凯 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餐行政总厨
侯福伟 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一公司机电车间管理工程师
姜立滨 哈尔滨孔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厨师长
姜 烨（女）哈尔滨银行哈尔滨分行南岗支行零售金融部经理
黄冬成 黑龙江大三源乳品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第一班组设备调试员
王晶成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三发电厂热工车间技术员
年 超 哈尔滨哈飞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机电设备制造公司装配钳工
姜 翔 哈尔滨建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兴建物业服务中心管理经理
郑万录 哈尔滨市道里区环境卫生清洁中心副主任
刘振华 哈尔滨市道里区华竹马尔斯餐厅行政总厨
李宝霞（女）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
申建忠 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保安员
赵永辉 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人
姜东坡 哈电发电设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班组长
程 成 哈尔滨市平房区环境卫生服务保障中心队长
谭建勋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泽川 哈尔滨第一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数控刀具厂工人
吴 鹏（满族）哈尔滨市阿城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修理技师
张玉龙 老村长酒业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
于成立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车间主任
高 瑞 哈尔滨海明润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砂轮部部长
邢友滨 蒙牛乳业（尚志）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维修部主任
王福禄 国网黑龙江电力有限公司尚志市供电分公司建设检修工区主任
刘宏伟 巴彦裕宝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锅炉专工
王春梅（女）国网电力宾县供电公司鸟河供电所所长
马 龙 黑龙江潍柴雷沃北大荒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班组长
刘亚忠 黑龙江省蓝艺集团有限公司工人
林雪山 国网电力方正县供电公司检修建设工区主任
孔 滨 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杨战利 哈尔滨焊接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中心副总经理
夏元君 哈尔滨夏氏骨伤医院门诊主任
张春宇（女）哈尔滨精神专科白渔泡医院护理部主任
李兴盛 中车哈尔滨车辆有限公司电焊工
林长亮 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
刘加良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

国 强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特材公司班长
王显辉 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班组长
秦余春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贺志勤 黑龙江省烟草公司哈尔滨市公司党组书记、经理
王晓明 哈尔滨鹏程药用包装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晓艳（女）哈尔滨市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徐 燕（女）哈尔滨红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立军 哈尔滨金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亚宁 哈尔滨鹏博普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胥 军 通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海瀛 黑龙江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肖连宏 青岛啤酒（哈尔滨）有限公司总经理
付 强 国网电力通河县供电分公司经理
张晓磊 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曹国相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变速器厂副厂长
肖凌翔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增程动力系统研究院部长助理
柯庆友 中车哈尔滨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分公司经理
程延龙 国网电力黑龙江省有限公司哈尔滨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
李壮男 哈尔滨市华能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洪文 中煤黑龙江煤炭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束庆和 哈尔滨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泵站管理公司副经理
刘志刚 哈尔滨北国水城农业经济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
王世展 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与质量监察部部长
胡秉锋（女）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招聘经理兼工会主席
杨国义 哈尔滨中润房产经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铁一分公司副经理
徐 锐 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三姓市场摊区个体工商户
王 勇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曲育生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王吉阔 谷实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宋志强 哈尔滨双城娃哈哈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嘉文（女）哈尔滨松鹤制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管理会计
刘 颖（女）哈尔滨市香坊区建筑街道绿海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闫东萍（女，满族）阿城区河东街道市场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主任
朱心升 中国书法文化博物馆（尚志碑林）书法镌刻师
马续威（女）哈尔滨市第六医院护理部主任
段占举（女）哈尔滨市胸科医院呼吸科主任
李 虹（女）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院长
公宝霞（女）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护士长
刘晓丽（女）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妇三科主任
常 红（女）哈尔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王崇生 哈尔滨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
于清涛 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粮经分院院长
董喜文 哈尔滨市林业和草原科研中心研究员
吕 娜（女）哈尔滨市大数据中心办公室主任
李名家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燃气轮机事业部党总支书记
刘兴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芯片设计研发组组长
李 聪 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研究员
孙秀英（女）哈尔滨技师学院速录教研室主任
江守恒 哈尔滨学院土木工程材料教师
杨海峰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机电教师
解艳荣（女）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校校长
高崇辉 哈尔滨市泰山小学校班主任
高俊耀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王 静（女）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班主任
吴 松（满族）哈尔滨市成高子镇中心校班主任
张晓岩（女）哈尔滨新区师范附属小学校教学主任
梁彦波（女）巴彦县人民医院内三科主任
沙维杰 宾县第一中学班主任
毕建荣（女）依兰县达连河镇第一中学班主任
吴文舟 依兰县道台桥镇平原学校语文教师
杨春丽（女）木兰县民主小学班主任
白玉军 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郝 岚（女）哈尔滨市实验学校校长
魏广君 通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曲英红（女）方正县剪纸文化艺术馆馆员
张祥洲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校长
周玉辉（女）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副校长
陈国栋 哈尔滨市万家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科科长
白宝杰 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呼兰大队大队长
徐翠娟（女）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