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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悦（女，蒙古族）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北大荒药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岳景杰 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和平牧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部长
谭庆吉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教研室主任
鞠红宇（女）北大荒集团红兴隆医院护理部主任
刘 艳（女）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
董怀宇 北大荒集团九三医院普外科主任
孙淑宏（女）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中心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帅 军 北大荒集团宝泉岭医院感染科主任
宫建国 北大荒集团北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那永光（满族）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
潘亚芬（女）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15名）
赵鹏飞 黑龙江省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横道经营林场营林技术员
高文革 黑龙江省鹤立林业局有限公司自来水公司自来水维修班班长
胥树春 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有限公司园林环卫处环卫队司机
邵纪军 黑龙江省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验收队长
刘春祥 黑龙江省双鸭山林业局有限公司森林防火部部长
姚在群 黑龙江省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森林防火部部长
梁林波 黑龙江省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旅游公司经理
张雪久 黑龙江省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青云新区副主任
刘思茂 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
张旭光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怀勇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心内二科主任
徐 颜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苏小霞（女）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教师
王 平 黑龙江省双鸭山林业局有限公司森林经营管理部部长
刘华领 黑龙江省山河屯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24名）
闻士伟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南站运转车间驼峰调车长
毕栋传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绥芬河站转车间副主任
刘大权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海拉尔车务段海拉尔站站长
郑志勇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齐齐哈尔客运段北京车队列车长
郑 飞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三棵树机务段动车运用车间动车组司机
邢文龙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内燃机车司机
刘晓林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工务段探伤车间工长
朱云章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电务段讷河信号车间信号工
陈福玉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通信段哈尔滨南车间工长
王进忠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齐齐哈尔车辆段三间房站修车间车辆钳工
姜 红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齐齐哈尔北车辆段齐库检车间检车员
林宝辉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齐齐哈尔供电段齐电力车间工长
李寒江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房产建筑段哈尔滨综合一车间工长
马文平（回族）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生活段满洲里乘务员公寓主任
左 克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海拉尔工务段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
张 军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兼声学事业部经理
郭英勋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黑龙江铁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正高级工程师
王俊平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相 岩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站双鸭山西站客运值班长
王小明（女）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车务段货运市场研发分中心货运值班员
王永珩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供电段段长
李 刚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哈尔滨车辆段党委书记
赵相平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机务部运用科副科长
王继革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室劳安科科长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27名）
杨棕楠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一公司30681钻井队队长
滕少臣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二采油厂数字化运维中心自控仪表室主任
程延庆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注采805班组副班长
孙雨飞（女）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四采油厂第一作业区资料班资料员
姚毅立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五采油厂数字化运维中心副主任
于复东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六采油厂党委委员、副厂长
杨家靖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主任
王长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井下作业分公司107队队长
张金友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页岩油研究部署项目经理部副经理
唐鹏飞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企业技术专家
李永英（女）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水务公司制水一公司中引水厂技术员
陈树相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副总工程师
宁海涛（满族）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炼油厂工艺副主任
邢通达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操作工
于文忠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机械厂工人
王东华 大庆炼化公司炼油生产二部操作员
李雪莹（女）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曲 森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八采油厂油田管理部主任
闵 锐（朝鲜族）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榆树林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二作业区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
张增政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油田运行管理部主任
杨光风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国际工程事业部管道第二工程部经理、党支部副书记
金海波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集团电能有限公司热电一公司燃料部主任
纪德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
胡效洋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装备制造集团市场开发事业部经理
陈 亮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昆仑集团开普化工有限公司萨南化工分公司经理、党总支副书记
王海涛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科长
李巍东 大庆炼化公司储运部生产技术组资深高级主管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2名）
范本龙 牡丹江辰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生产部副主任
刘甲秋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二事业部部长
冯永亮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水压机锻造厂班组长
王喜春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热轧装备设计研究院设计师
刘福涛 同江龙航港务有限公司门机班班组长
李喜存 黑龙江省龙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驾驶员
刘俊义 哈尔滨浪陶金商务会馆行政总厨
白 岩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重容分厂班组长
丁爱民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重装分厂班组长
陈润年 哈电集团哈电研究院院长助理
管功勋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处处长
万胜军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阀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魏 巍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汽发分厂下线工段班组长
覃大清（壮族）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静威 龙煤矿业煤炭营销分公司黑龙江龙煤科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
杨立新 黑龙江省嫩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线桥部部长
刘 妍（女）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机场分公司安全质量部经理
张宝龙 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龙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金春 哈尔滨金春大酒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夏洪涛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林业局加东林场森林专业扑火队队长、聘任副场长
林保刚 大兴安岭塔河林业局塔林林场专业森林消防队队长
贺立新 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物业公司综合段段长

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17名）
李淑娟（女）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田 丽（女）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主任
苑世剑 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精密热加工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
翟国富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电器与电子可靠性研究所所长
孙大军 哈尔滨工程大学深海水下信息技术研究所负责人
姜广顺 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振华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种子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魏义霞（女）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师
赵亚双（女）哈尔滨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
闫景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骨科主任
迟庆国 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师
辛嘉英 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师
梁 群（女）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医急症教研室主任
丛慧芳（女）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科一科主任
岳清爽（女）哈尔滨体育学院冬季奥林匹克学院教师
刘永立 黑龙江科技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教师
谢艳丽（女，满族）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副主任

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22名）
王东平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
于景泉 省公安厅特勤局警令部主任
贾兴亮 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中心主任
马 辉（满族）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
杨利红（女）省药品评价和风险监测中心主任
夏 赟（女）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宋显东 省植检植保站站长
陈 威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
杨胜涛（蒙古族）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副院长
孙景峰 省实验中学校长
孙世臣 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
李秀芬（女）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应用气象研究室科长
林旭川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 洋 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主任
于勃兴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创业处三级主任科员
陈 庚 哈尔滨市道外区振江街消防救援站指导员
邢智锋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
王曼昱（女）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
范可新（女）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运动员
曲春雨（女）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运动员
张雨婷（女）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运动员
高亭宇 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运动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5名）
刘兆兴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孙宪军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杨晓惠（女）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徐莹莹（女）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
李 敏（女）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干部处副处长

省人民检察院（5名）
李 明（女）同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
付冬梅（女）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刘 涛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主任
杨永奎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王 芳（女）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2名）
郭江涛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调度长
于 洋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哈尔滨供电公司智能巡检技术员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2名）
王悦明（女）中国联通齐齐哈尔市分公司网络优化工程师
单 薇（女）联通（黑龙江）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3名）
阚凤岐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南岗区寄递事业部哈站营业部营揽经理
姜伟光（蒙古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寄递事业部铁锋投递部揽投员
任天雪（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市北林区分公司阳光营业所个人客户经理

省残疾人联合会（2名）
刘 玉（女）黑龙江省残疾人游泳代表队运动员
王海涛 黑龙江省轮椅冰壶队运动员

省自然资源厅（3名）
刘喜友 黑龙江省第十一地质勘查院刘喜友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李成禄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调查院科技创新中心主任、省级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志峰 黑龙江省第五地质勘查院院长

省水利厅（2名）
李铁男（女）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肖兴涛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处长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2名）
朱李忠 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极地测绘工程中心）副主任
周振发 黑龙江第二测绘工程院党委书记、院长

省交通运输厅（5名）
张德会 通河养路总段林泉养路段段长
范海波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李茂俊 黑龙江省航道事务中心测绘大队测量二队副队长
关丽君（满族）黑龙江省佳木斯航道事务中心勤得利航道段龙标2603船船长
张文君 黑龙江省哈尔滨航道事务中心航道浚01船船长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1名）
王宏伟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税务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省司法厅（1名）
耿 涛 黑龙江省七台河监狱特警大队副大队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销售分公司（2名）
马宏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齐齐哈尔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主办
梁 岩（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哈尔滨销售分公司友谊加油站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3名）
唐春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大庆大同分公司家客业务支撑
曲彬彬（女）黑龙江移动公司伊春分公司班组长
宋 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通信网络安全管理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黑龙江分公司（1名）
祁锦波（女）南方航空黑龙江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常客运营室主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1名）
杨 红（女）中国人寿保险黑龙江省分公司机关团委书记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名）
张今研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1名）
曹洪涛 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农垦分行行长

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1名）
杨继超 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客户五处处长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名）
胡家瑞 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汽机分场特工班技术员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1名）
薛 龙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车间主任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劳动模范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