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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成 伊春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李迎峰（女）国家税务总局伊春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科长
徐永江 铁力市山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洪迪 伊春市吉兴沟野生黑木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宋永福 铁力市奋斗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士磊 嘉荫县保兴镇保安村党支部副书记

七台河市（22名）
李 明（满族）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勃利县供电分公司检修工区班长
高 峰 亿达信能源有限公司仪表工程师
魏忠军 七台河市桃山区鑫汇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隋国忠 龙煤七台河矿业机电总厂单体车间主任
李建华 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立煤矿201采煤队班长
张程威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七台河市分公司投递员
云战勇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主任
任程勇 七台河市源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副主任
张修君 七台河市依七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监控科科员
张盼龙 七台河晟斯凯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工艺监管负责人
逯振海 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铁东选煤厂浮选车间主任
王成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七台河分公司市场经营部副经理
张 波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厂长
苗金华（女）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褚卫娟（女）七台河市第三中学教导处副主任兼班主任
张利增 七台河市体育局短道速滑教练员
聂兴泽 七台河市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
张东来 七台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支队长
高峻峰 国家税务总局七台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徐可武 七台河市勃利县嘉源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庆玖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四新村农民
李宏艳（女）七台河市宏伟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驻市人民医院患者服务中心主任

鹤岗市（26名）
张书军 华能鹤岗发电有限公司燃料检修班长
苏训忠 鹤岗诚基供电公司送电车间安检员
王丽丽（女）鹤岗市开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滕家红（女）鹤岗市龙妹家庭服务有限公司高级育婴师
赵井新（女）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市分公司业务支撑部副经理
徐 娜（女）中国联通鹤岗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经理
李昊林 鹤岗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山信用社主任
尹彦林 龙煤鹤岗矿业新岭煤矿班组长
王厚增 鹤岗市征楠煤化工有限公司安全员
赵 伞 中国邮政集团鹤岗市分公司工厂路支局投递员
高 伟 国网鹤岗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陈道贵 萝北县云山龙兴石墨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保国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萝北县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齐建岭 黑龙江海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杨国承 龙煤鹤岗矿业富力煤矿副矿长
苏培良 鹤岗市龙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
刘中学 鹤岗市经纬糖醇有限公司执行经理
郭雪松 国家税务总局鹤岗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徐鹤佳（赫哲族）鹤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仲裁院负责人
房 萍（女）萝北县宝泉岭中心小学校校长
姚金水 鹤岗市东山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左江涛 萝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陈 磊 鹤岗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
李龙飞 绥滨县北岗乡水顺村笨榨油厂厂长
张 硕 鹤岗市南山区准时达代送物品服务店经理
吴云杰 绥滨县云杰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黑河市（25名）
张志斌 黑河市利源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下料组组长
孙泽南 黑河关鸟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制造车间主任
苏本锁 五大连池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管道队队长
司洪生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安全员
高华刚 黑龙江省龙达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潘晓峰 嫩江盛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员
丁 磊 国网电力五大连池市供电分公司安监主任
于 涛（达斡尔族）黑河市西岗子粮库安全总监
康振华（女）嫩江市自来水公司化验室主任
张文宝 黑河市第一中学教务科副科长
李瑞新 国网电力嫩江市供电分公司白云供电所所长
刘兆毅 黑河正兴磨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岳永超 孙吴天马彩钢节能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凤琴（女）黑河市爱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站站长
刘 丽（女）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温宝柱 五大连池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骨伤科主任
王远超 北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景喜（女）逊克县第一中学校副校长
吕中华 孙吴县供水服务中心副主任
祖广宁 黑河市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副主任
俞良峰（达斡尔族）黑河市爱辉区瑷珲镇北三家子村农民
周春文 北安市东和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于洪良 嫩江市双山镇蔡窑村洪良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成仁 北安象屿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维修班组长
赵宝库 孙吴县宝库开修锁钥匙店经理

绥化市（79名）
张立民 黑龙江中盟龙新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主任
王凯丽（女）黑龙江泰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检主任
于伟春 黑龙江吉地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姜 峰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中心主任
王 淼（女）安达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刘 军 海伦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人
刘凤磊 海伦市利民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工程师
邵 平 黑龙江龙海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儒男 兰西县人民康健药店店员
高淑荣（女）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工人
钱德英（女）肇东市金威假日酒店员工
周兴旺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青冈县供电分公司输配电工区主任
张长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青冈县分公司机要员
曹 爽 黑龙江恒美纸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朱红艳（女）黑龙江高贤酒业有限公司酿造车间技术员
刘佳明 兰西县供水公司工人
杨 飞 绥化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门主任
孙晓广（女）绥化市北林区永盛面点职业培训学校面点师
韩胜奎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绥化卷烟厂综合企业管理科科长
张风林 绥化中盟热电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
路 洋 中国邮政集团绥化市北林区寄递事业部揽投部投递员
周洪雷 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企业文化管理干事

张文斌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绥棱县供电分公司安全总监
张秀娟（女）黑龙江省博林鑫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计专员
许兆龙 绥化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队长
刘丽云（女）庆安县安泰街道庆丰社区网格员
钟永久 中国联通兰西县分公司工人
柳柏松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海伦分公司工段长
王海荣（女）黑龙江远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 略 望奎县龙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君 国网电力绥化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吴景生 中国联通绥化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召峰 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云霞（女）青冈县第一中学校教师
刘 卓 绥化学院教师
田 有 绥棱县第一中学教师
乔 馥（女）肇东市第十一中学教师
苗艳辉（女）海伦市人民医院医保办主任
范景海 望奎县中医院副院长
高玉娟（女）明水县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
姜术奎 绥化市北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吕剑锋 绥化市看守所三级警长
于国强 肇东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生产股股长
吴晓峰 国家税务总局绥化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晓波 绥化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聂守军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副院长
隋国君 安达市志远蛋鸡养殖合作社理事长
王俊奇 海伦市俊泽农药经销处负责人
毕秀丽（女）海伦市丽联大鹅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艳菊 海伦市四大坊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成业 兰西县兰西镇呼兰河右岸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宋伟东 兰西县榆林镇天瑞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高向秋（女）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祝秀敏（女）青冈县连丰乡吉臣农作物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金平 望奎县望奎镇金平棚室特色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孙 迁 庆安县民旺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肖云龙 明水县云龙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国栋 庆安县鑫乐泰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付海生 明水县通泉生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韩志锋 黑龙江峰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阮万超 青冈县万德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永君 绥棱县鑫泽家庭农场场长
吴会军 兰西县红星乡红星村党支部书记
刘忠辉 绥化市经济开发区百隆达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
张春龙 海伦市张春龙秸秆回收再利用专业合作社社员
王立国 兰西县平山镇海兴村农民
纪文化 绥棱县宏纪养鹅场场长
常德玲（女）安达市万宝山镇派出所村警
邹继英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绥棱县分公司上集镇营业所负责人
王金龙 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3201车间副主任
马建鹏 大庄园肉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人
王洪玉 黑龙江省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人
尹立春 黑龙江省青冈县永丰镇前进村农民
祝秀英（女）黑龙江嘉丰塑业有限公司质检科科长
刘秀峰（满族）黑龙江秋慧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弓中财 中国邮政集团绥棱县分公司揽投员
李明兴 明水县双兴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高井奎 绥化春达矿渣高细制造有限公司烘干班长
霍建猛（女）绥化市供销大楼家电商场家电经理

大兴安岭地区（14名）
周淑艳（女）漠河北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售票班组长
袁占生 大兴安岭德暖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维修队长
谢惠强 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自来水公司工人
胡立伟 呼玛县顺通运输有限公司司机
郭 勇 呼中房产维修与供暖中心工人
刘 迪 大兴安岭金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总厨
汪卫东（满族）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兴安岭供电公司总经理
刘洪军 黑龙江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大兴安岭分公司经理
赵海燕（女）大兴安岭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处级干部
刘玉春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局执法勤务机构科长
石德山 大兴安岭地区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寒地果树研究室主任
王彦宝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
刘世春 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依西肯乡依西肯村农民
高雪花（女，满族）呼玛县呼玛镇荣边村农民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43名）
张德远（满族）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〇分公司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时淑梅（女）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滨分公司职工
郭 勇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名山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邢 冲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川农场有限公司产业营销部部长
张 波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北兴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区主任
李春生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北兴农场有限公司第十管理区职工
燕振山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川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职工
吕艳峰 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公司八五七农场有限公司朝阳社区供热公司外网维修班班长
田巧玲（女）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瑞山 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锦河农场有限公司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
许志国 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建设农场有限公司第四管理区职工
李德才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第五管理区职工
刘增清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绿色草原牧场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部长
王利伟 北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泰来农场有限公司第二作业区职工
白显军（满族）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嘉荫农场有限公司第四管理区主任
刘吉龙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勤得利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部长
穆洪启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八五九灌区管理站站长
张 鹏（女）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 龙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军川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李 岩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长
于云桥（女）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汤原农场有限公司社区环卫队队长
张自军 北大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分公司副经理
任道国 北大荒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四方山农场有限公司硕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有限公司负责人
孙万良 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肇源农场有限公司产业营销部部长
廖永霞（女，满族）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大西江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长
于家傲（女）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宏雷 北大荒集团九三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晓明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名山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蒋永昌 北大荒集团办公室主任
王海涛 北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政法信访办副主任
郭彦伟 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曹兴胜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宝泉岭分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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