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名单 

（401 名） 

 

北京市  

于文静（女）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白庙北站派出所政委 

陈荣超 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十三休养所军

休干部 

纪德勇 北京纪师傅盲人保健按摩中心负责人 

陈协英 北京赛格斯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宏科 北京交通大学下一代互联网互联设备国家

工程实验室主任 

包广贺 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园休养所军休干部 

孙崎峰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

客运分公司第 19 车队驾驶员 

聂新海 东城区人民政府景山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

队主任科员 

周晓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王晓庆 石景山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主任 

天津市  

王连山 天津市蓟州区纪委监委一室原副主任 

王贵武 天津银座集团董事长 

高  杨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四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周茂坤 天津市惩治和预防腐败教育基地主任 

孔金珠 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广云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前白庙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伍竹迪（女） 天津市河西区军休所管委会委员、老战士艺术

团团长 

赵清泰 南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武装部

部长（兼） 

吴  炯（女） 天津市电机工业供销公司保健站退休职工 

王维栋 天津北辰北门医院院长 

河北省  

吕保民 无极县无极镇东中铺村村民 

姬建辉 晋州市志愿者协会会长 

王殿明 石家庄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八休养所军休干部 

范振喜（满族） 滦平县周台子村党委书记 

韩宏升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志刚 滦南县姚王庄镇李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魏爱民 唐县石门派出所民警 

王启发 启发集团董事长 

杜宝琴（女）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刘宝民 沧州市任丘美好家园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炳启 河间市兴村乡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于桂亭 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双进 河北省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衡水市

大队深州分队队长 

吴洪甫 广宗县件只乡槐窝村村民 



王延昌 内丘县小辛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曹振峰 中职北方科研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章 广平县宇康机械厂退休工人 

通占元 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站长 

鲍守坤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承钢公司物流公司车辆

段党支部副书记 

郝宏银 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中心支行科员 

山西省  

冯黎明 太原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高养利 大同市广灵县养丽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杨红涛 长治市唯美诺双创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建国 临汾市尧都区贺家庄乡漫天岭村党总支书记 

李永发 山西省信访局接待一处调研员 

牛何松 壶关县桥上乡后脑村民兵连长 

骆国泉 忻州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惠建武 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区分局刑警大队副主任科员 

陈俊生 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退役士兵安置处处长 

陈  俊（女） 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士兵安置科科长 

谷守东 山西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军休干部 

内蒙古自治区  

李文普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大队一中

队指导员 

孟金霞（女，蒙古族） 呼伦贝尔市巾帼家政公司总经理 

李连顺 中国兵器北方重工责任有限公司铸锻公司

清理机加车间清理班班长 

郑  璐 内蒙古电力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张廷涛 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二稽查

局副局长 

哈斯巴特尔（蒙古族） 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脑木罕嘎查村牧民 

张永福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兴胜店村党支部书记 

辽宁省  

贾成武 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常德休养

所退休干部 

汤  清 沈阳市蓝凌退役军人众创空间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雁峰 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道社会组织联合

会党支部书记 

张  勇 大连市普兰店区唐房革命烈士陵园主任 

王  征（满族） 朋朋修脚鞍海辽分公司总经理 

武广轶 中国石油抚顺石化石油三厂排水车间工人 

史运利 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金山派出所民警 

李忠怡（满族） 丹东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军休干部 

刘成金 锦州市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 

解从阁 营口市港吉星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 

赵成福（满族） 阜新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马  祥 辽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白塔大队副大队长 

何  平 铁岭市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廷敏 建平县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站退休干部 

徐恩惠 盘锦市新世纪交通救援施救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平 宏跃集团辽宁连石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吉林省  

金春燮（朝鲜族） 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马东辉 吉林省公安厅特警总队副总队长 



穆新强 吉林省信访局接待一处主任科员 

姜云东 吉林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 

李万升 鼎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国育 长春玉丰泽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树山 磐石市邮政局明城支局乡村邮递员 

田长林 白城市洮北区明仁街道红叶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姜福全 蛟河市河南街道新胜村村民 

黑龙江省  

崔道植（朝鲜族） 黑龙江省公安厅退休干部 

裴永斌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水电分厂重金

工段卧车班班长 

李铁锋 齐齐哈尔市解放门老年公寓党支部书记、经理 

宋启平 牡丹江供电段牡丹江电力车间检修工区工

长兼党支部书记 

杨  伦 双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尖山大队民警 

张发祥 黑龙江农垦通信有限公司红兴隆分公司饶

河通信中心退休工人 

尚玉山 哈尔滨铁路电务段北安车间退休干部 

姜振峰 安达市绿色家园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李福宽 伊春市公安局带岭分局退休干部 

刘井龙 黑龙江昆仑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市  

郁文贤 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院长 

张  励（女）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八设计部仿真总设计师 



朱洪葵（女） 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国家会展中心治安

派出所所长 

陆仁龙 奉贤区老年活动中心退休干部 

陈胜超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零件加工

中心钣金技师 

朱剑锋 安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斌 崇明区招待所锦绣宾馆餐饮部厨师长 

吴桂明 上海大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梅芳（女） 杨浦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五部

军休干部 

俞亦纲 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苏省  

吴  成 江苏省荣军医院离休干部 

丰  伟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副经理兼分工会主席 

周仁权 江苏和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张  勇 南京溧水大金山庄国防园管理处负责人 

吴协恩 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华

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郝大学 沛县中大注浆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 

梅鹤康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五一村党委书记 

沈小平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崔根良 江苏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仲跻和 江苏海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徐  海 连云港市星辰照明有限公司安装养护二所副所长 

於如桂 江苏爱邦钢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周仁甫 响水县周集实验学校离休干部 

荀为民 江苏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应公司负责人 

施文进 江苏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华发 江苏奥华体育健身器材有限公司负责人 

唐明清 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潘维伍 江苏华腾消防安全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荣良 常州市新北区两新组织拥军优属协会会长 

浙江省  

胡兆富 常山县人民医院离休干部 

焦德尚 杭州品尚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储吉旺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周跃南 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民警 

陈建如 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轧村警务站站长 

张福祥 浙江米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姚阳潮 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百官派出所民警 

王厚鑫 金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调研员 

汪衍君 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村党总支书记 

吴德仁 浙江易航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 

辛宏权 温岭市滨海镇长安村党支部书记、温岭市

吉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 

丁泽林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杭平 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胡瑞芝（女） 宁波市军分区后勤部离休干部 

陈盈盈（女）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 

刘朝玉 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水上）治安分局钱江

水上派出所副调研员 



安徽省  

王於昌 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陈东华 凤阳县大溪河镇小侯小区居民 

何志成 南陵县何湾镇丫山村村民 

江建军 池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军休干部 

颜亮亮 安徽省纪委监委信息技术室技术保障处副

处级纪检监察员，临泉县邢塘街道刘桥社

区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 

张  刚 安徽炎良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梁  沛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办公室机要员 

孙燕飞（女）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北供电公司南

黎路营业厅副班长 

王爱民 涡阳县石弓镇西关村村民 

谭祖辉（土家族） 安徽菜大师农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国前 蚌埠海上明珠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连伟 安徽华享中药凉茶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马  丽（女） 安徽林海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忠友 宁国市裕华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 

朱庆峰 潜山市黄铺镇云峰村党总支委员、治保主任 

方继凡 黄山市黄山区新明乡猴坑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福建省  

张红兵（女） 福州市鼓楼区天颐养老院院长 

沈永金 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吴金营 福建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董事长 

谌根深 明溪县枫溪乡小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文龙 莆田市秀屿区军休所军休干部 

傅光明 福建省圣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沈冬红（女） 龙岩市闽西宾馆办公室主管 

吴冬云 福建宏昌公茂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

省五金机电商会常务副会长 

陈  武 福建省平潭金海湾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西省  

龚全珍（女） 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村民 

陈堃源 江西兵哥送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项理 武宁私立宁达中学校长 

朱丽萍（女） 景德镇市天聪幼教集团董事长 

赵榆江 江西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公共秩序管理

指导处处长 

余军发 江西金都湾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启红 赣州市司法局调解科科长 

杨良裕 东莞市益明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进泉 婺源县紫阳镇西坑村党支部书记 

陈豪文 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河东派出所副所长 

山东省  

张克成 国家税务总局蒙阴县税务局旧寨分局税管员 

玄绪华 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动力车间锅炉班班长 

王希刚 巨野县卫生健康局职工 

谢清森 七兵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殿华 东明县荣军伤残福利厂负责人 

毕仕俊 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毕家上流社区党委书记 

王欲进 烟台小红帽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宋  伟 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 

尹力军 荣成市热电燃气集团公司纪检书记 

刘永海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街道和平路社区党委书记 

邵  涛 淄博市张店区世纪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杨延超 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财源派出所民警 

孙金友 五莲县公安局监管大队教导员 

付绍刚 龙口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案审中队副中队长 

孙继发 潍坊市金银条豆芽机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有德 山东省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培华 费县新庄镇归仁庄村原党支部书记 

鲁兴中 高唐县金铭实业总公司负责人 

黄显万 潍坊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军休干部 

李义洲 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刑侦大队直属中队中队长 

刘连民 香驰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 

薄歆宁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军创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理事长 

陈  松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二公司五队 164 路

驾驶员 

贺志宝 青岛黄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河南省  

李世江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徐  光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 

陈晓磐 漯河市临颍县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兼驻村民警 

史济南 南阳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李东亮 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会长 

薛永鹏 河南省公安厅刑科所副所长 



拜克明（回族） 国网新乡供电公司科技创新组组长 

朱献国 郑州蓝天健康体检服务院院长 

高  宝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土柏岗乡高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官兴 兴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李学武 洛阳牡丹瓷博物馆馆长、洛阳牡丹瓷研究院院长 

李志伟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尚群有 三门峡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丁一军 许昌远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息辰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克华 信阳市公路局万达路桥集团金桥公司职员 

王永兴 周口永兴医院党委书记 

黄  伟 驻马店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赵宗礼 济源市坡头镇清涧村党支部书记 

赵轶峰 南阳市卧龙区环境卫生管理站所长 

王国辉 沈丘县白集镇田营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李步健 河南省市场监管局企业信用信息监管处副处长 

湖北省  

张富清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来凤支行离休干部 

唐子卫 湖北凸凹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 

徐宗元 武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六服务管理中

心军休干部 

涂元福 湖北金福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明刚 湖北江山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装调工 

刘大卫 宜都市五眼泉镇弭水桥村党总支书记 

田灵芝（女） 武汉市江岸区戎创营地服务中心主任 



徐普查 黄冈市消防支队文员 

田新民（土家族） 咸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金春 荆州市优抚医院退休干部 

郑先耀 潜江市新派修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美平 天门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长 

钟国庆 鄂州市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 

王  林 嘉鱼县园林绿化管理局保安 

蒋正贵 随州市西游记漂流有限公司经理 

熊子勋 谷城县政协离休干部 

湖南省  

朱再保 岳阳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 

田  工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体育东路社区居民 

李剑川 湖南中部创新集团董事长 

邓志雄 娄底市发卡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法人 

曾晓明 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副局长 

全红太 衡阳市鸿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国和 洞口县高沙镇兴隆社区居民 

方世平 湘潭世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

部书记 

曹刚修 衡阳市万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国丙 湖南省常德老兵创业集团董事长 

许国良 湖南上能益阳画院院长 

刘绍波 郴州市公安局副调研员 

黄超富 永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调研员 

张  东（土家族） 湖南东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佐林 长沙市雨花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 



肖振华 隆回县横板桥镇双坪村村主任 

陈松柏 中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桂雄 株洲市民政局副调研员 

广东省  

庄荣发 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局侦查二处 

假币犯罪侦查科一级警员 

潘柱升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 

贾东亮 肇庆市广宁县八一生态农场场长 

张  琪（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援疆) 

余金华 汕头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陈维建 河源市万绿宝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永利 阳西县农业农村局扶贫股负责人 

钟汉清 五华县转水镇黄龙村卫生站医生 

刘清伟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保育护林队长 

刘  定 广东画景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升云 《暨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编，暨南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中医教研室主任 

尚晓东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林道藩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钟汉莎（女） 广州海关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政治

部副主任 

钟立钊 广东永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树茂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 



石淑亚（女）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拱北边检站十三

队民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王启荣（壮族） 那坡县烈士陵园原园长 

彭石山 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

和褒扬纪念处处长 

熊维程 南宁飞日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永康 桂林市秀峰区信访局局长 

雷洪向（壮族） 大新县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副主任 

杨顺心 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中队长 

田振华 北流市老田瓷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谢  珺 昭平县润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宗元 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任科员 

周生凤 南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海南省  

陶海林 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教师 

韩诚定 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支队副支队长 

蔡  江 海南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孔利 海南省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跃光 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  志 三沙市七连屿工委副书记 

龚银州 海口市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重庆市  

谢彬蓉（女）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教学

点支教老师 

张国全 重庆联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薛方全 民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韩庆芳 重庆市网约车驾驶员 

崔连喜 巴南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军休干部 

刘文彬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合川区税务局第一税

务所副所长 

胡中富 大足区龙水镇高坡村党委书记 

高万禄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上清寺派出所民警 

张世福 两江新区党工委政法委副书记、信访办主任 

罗本才 万州区环境卫生管理处镇乡科科长 

四川省  

樊建川 四川省建川博物馆馆长 

刘  源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总队队

长、高新供电公司四级职员 

刘  成 自贡灯彩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局副主席 

李申学 泸州市江阳区江北特种水产养殖专业技术

协会理事长 

熊建新 四川六合特种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乙嘉 蓬溪县拱市联村党委书记 

高拴廷 四川省南部福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管道安

装维修工 

陈国辅 宜宾市兴文县党史办退休干部 

邓绍忠 安岳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所军休干部 

温  兵 广元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九级职员，

旺苍县普济镇大池村第一书记（驻村） 

陈  伟 隆昌市碧檀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体谋 乐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教导员 

邓  政 华蓥市正大汽配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郭  伟 芦山县人民检察院政治处主任 

罗永田 四川省亨达实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马  琳（女） 达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副支队长 

文  成 泸定县防火办副主任兼森林应急灭火大队

大队长 

唐朝顺 雷波县青杠村党支部书记、青杠脐橙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军乐 四川省纪委监委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纪检

监察组综合处处长 

涂伯毅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一级伤残军人 

贵州省  

张林昌（苗族）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锦屏县分公司启

蒙支局乡邮员 

王焱刚 都匀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 

梁  曙 毕节市七星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 

舒爱国（侗族） 贵州玉屏乡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秉跃（布依族） 黔西南州义龙新区龙广镇退休干部 

杨守亮 普定县白岩镇韭黄村党委书记 

周  灿 六盘水康博木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云南省  

张永林 云南太标太阳能集团董事长 

范旭红 德宏州扶贫办信息宣传科科长 

柏开友（彝族） 永善县务基镇捏池村党总支部书记 



裴贵虎（彝族）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磷矿分公司产

品加工运输中心装载机班班长 

刘卫民 云南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一级伤残军人 

李长青 丽江古城富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行长 

田家任 昆明市五华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

休干部 

杨增红 云南省信访局接访处处长 

孙贵荣 临沧市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 

西藏自治区  

为  军（门巴族） 墨脱县德尔贡村村委会主任 

朱祥务 亚东县亚东大药房主治医师、主管药师 

色  穷（藏族） 巴青县巴青乡 9 村农牧民 

次  军（藏族） 西藏自治区公路局青藏公路分局雁石坪公

路段路政所负责人 

焦云彪 阿里地区日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员 

晋  美（藏族） 山南市月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陕西省  

王  剑 咸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分新 旬阳县棕溪镇王院村党支部书记 

王新发 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顺京 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一级伤残军人 

李新建 西安航空学院退休教师 

史志辉 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延成 铜川市救助管理站站长 

张亚峰 陕西哈贝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引迪（女） 渭南市蒲城明仁眼科医院院长 

崔咏麟 榆林市麟洲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 

索乾德 法士特集团公司家委会离退休管理干事兼

法士特社区副主任 

谯泽德 西乡县钟意广告策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肖绪勤 山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公室主任 

甘肃省  

贺建军 武威市凉州区图书馆干部 

牛新民 甘肃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杨 荣 工商银行甘肃省金昌分行工会办公室主任 

张 祯 永昌县勤奋绿洲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忠义 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管理处处长 

杜克宽 甘肃省庆阳公路局华池公路段退休工人 

王桂祥 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站军休干部 

李文强 中核四○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维修中心

焊工、高级技师 

李生寿 敦煌市公安局雅丹世界地质公园治安派出

所所长 

曲  波 甘肃方舟救援志愿服务队省队队长 

青海省  

卢永华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大队长 

陈  琪 青海水井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

记、负责人 

武永孝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炼轧分厂厂长助理 

李  欣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工务段线路班长 



李尚剑 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武装部部长 

谢作干 青海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 

房正良 青海睿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  

聂广进 固原市进元驾驶员培训学校校长 

王富国 石嘴山市浙宁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郭立梅（女）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银川供电公司兴庆

客户服务分中心营业班班长 

张晓虎（回族） 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局长助理 

赵  飞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副主

任、宁夏医疗急救中心副主任 

马占文（回族） 同心县丁塘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罗忠诚（回族） 海原县郑旗乡吴湾村党支部书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陈俊贵 尼勒克县乔尔玛烈士陵园讲解员 

王成帮 库尔勒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 

龙吉克·卡德尔 

（塔吉克族） 

喀什塔什库尔干县边防大队指导员 

玉素甫·苏来曼 

（维吾尔族）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稳定办副主任 

刘  成 巴楚县三岔口镇派出所所长 

黄  尧（女） 巴州红泥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 

孙  超 红其拉甫出入境边检站民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魏德友 第九师 161 团退休职工 

李瑞昌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应急救援中心队长 



张益成 首创鸿达五家渠市集中供热一公司工段长 

张天民 第二师铁门关市 29 团梨花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高自威 第十四师昆玉市 224 团 5 连党支部书记、

指导员 

塔伊尔·尼亚孜 

（维吾尔族） 

兵团公安局国保总队民警 

中央企业系统  

殷显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输电运

检一班班长 

王建军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技能大师 

王  萍（女）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丹东分公司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副经理 

叶  茂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中纺粮贸事业部总经理

助理，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副县长（挂职） 

马文雅（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城区三分

公司门头沟营销中心副经理 

李保国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马  超（回族）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客服部运维工 

徐前凯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

荣昌站值班员 

曾芝强 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铁路公安处厦门车站

派出所民警 

冯剑坚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务段

动车运用车间动车组司机 



王  军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衡阳车务段

衡阳站运转车间车站值班员 

刘晓云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站客运

车间值班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