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雪平,男,汉族,1977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机加一厂数控 I工段加工

中心操作工，高级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李会东，男，汉族，1986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恒天重工重型装备公司

机加工部钳工班长，高级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曹瑞娟，女，汉族，1973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郑

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一分公司车长

孙振川，男，汉族，1972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盾

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彭夫望，男，汉族，1973年 11月出生，群众，河南

昂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监

代鑫波，男，汉族，1974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高级工程师

薛 荣，女，汉族，1958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圆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

丁 波，男，汉族，1972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郎瑞翔，男，汉族，1987年 11月出生，群众，富士

康科技集团郑州科技园工程师，中级维修电工

何 昕，男，汉族，1969年 1月出生，民建，河南蜜

乐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经济师

申万彬，男，汉族，1977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开

封仪表有限公司钣焊班长，技师

伍治国，男，汉族，1977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开封发电分公司

HSE部副主任，工程师

陈文来，男，汉族，1964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开

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

范运亭，男，汉族，1956年 3月出生，群众，开封市

龙亭区柳园口乡大辛庄村农民，全国生态保护奖，全

国最美家乡人

张 景，男，汉族，1969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部件事业部组 2班班长，高级技

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杨 涛，男，汉族，1966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炼油三部焦化

二班班长，高级技师

薛志飞，男，汉族，1972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拖拉机工程部部长，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红霞，女，汉族，1965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先进耐火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总工程

师、名誉院长、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俞章法，男，汉族，1967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李应贤，男，汉族，1957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洛

阳李应贤果业有限公司、洛宁县李应贤金珠果文化有

限公司经理，高级农艺师

程宏图，男，汉族，1972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四矿副总工程师，高级

技师，高级工程师

胡中辉，男，汉族，1987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平

高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制造事业部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宋兆普,男,汉族,1964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汝

州市金庚康复医院、汝州普济医养服务产业有限公司

院长、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主治医师，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

马豹子，男，汉族，1972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河南省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全国致富榜

样，中国好人

陈安落，男，汉族，1969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安

阳钢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重点客户管理部

汽车钢产品室主管

孟 瑾，女，汉族，1977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制丝部技术员，

高级技师，工程师

张晓勤，女，汉族，1978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行政区支行副行长

晁顺波，男，汉族，1959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内

黄县兴农果树栽培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农技师

李 丹，男，汉族，1985年 10月出生，群众，河南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软件工程师，助

理工程师

吴远大，男，汉族，1974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研究

员，教授

夏维新，男，汉族，1980年 9月出生，群众，纽科伦

(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生产部单梁一班焊工，技师

翟景亮，男，汉族，1979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乡供电公司卫辉市供电公司营

销部副主任，高级技师

王雪梅，女，汉族，1965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新乡天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冷弯技术中心部长，工程

师

邓志军，男，汉族，1962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诚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工程师

梁 兵，男，汉族，1975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中国兵器首席技师，高级技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刘卫斌，男，汉族，1986年 6月出生，群众，河南江

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储运部叉车班叉车工

白 杨，男，汉族，1980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蒙

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汤长军，男，汉族，1968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共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党支部书记

王红宾，男，汉族，1969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采

气厂普光采气管理区采气工，高级技师

朱新德，男，汉族，1966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技术创新中

心高级技师

张存胜，男，汉族，1959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范

县王楼镇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范县黄河生态农业开

发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韩建夫，男，汉族，1970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许昌卷烟厂卷包部维修班

班长，高级技师，工程师

王代涛，男，汉族，1971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襄

城县洪元实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赵自勇，男，汉族，1977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超硬材料事业部

经理，工程师

王子华，男，汉族，1954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河南中航铁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相杰，男，汉族，1972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级经济师

郭军生，男，汉族，1968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漯

河市舞阳县莲花镇半李村农民

李前进，男，汉族，1972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千秋煤矿八一采煤队工

人，技师

樊秋红，女，汉族，1969年 7月出生，群众，灵宝市

宝地高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园艺师

杜岩伟，男，汉族，1970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电气试

验一班副班长，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

赵新华，女，汉族，1972年 2月出生，群众，南阳环

宇电器有限公司整理车间主任

秦英林，男，汉族，1965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牧

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级畜牧师，全国脱贫攻

坚奖，全国扶贫先进个人

摆向荣，女，汉族，1967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仲

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会计师

李 健，男，汉族，1970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桐

柏县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书记，全国自强模范

曾 伟，男，汉族，1965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

邓州市彭桥镇彭桥社区卫生室医生，感动中原十大人

物

薛金华，男，汉族，1979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神火煤业公司薛湖煤矿机电科科长，高级技师

范海报，男，汉族，1986 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

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高级

技师

程 凯，男，汉族，1983年 1月出生，无党派人士，

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高级品

酒师

胡业勇，男，汉族，1972年 1月出生，群众，宁陵县

豫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脱贫攻坚奖

余军伟，男，汉族，1987年 12月出生，群众，河南

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操作工，高级技师

赵明柱，男，汉族，1975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高炉工长，工

程师

张明勤，男，汉族，1963年 1月出生，群众，淮滨县

固城乡绿色恒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农技师，全

国种粮大户

周其鹏，男，汉族，1959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商

城县其鹏有机名茶厂董事长，农艺师

徐秋萍，女，汉族，1981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扶沟县昌茂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二车间主任

曹文英，女，汉族，1967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康达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程师

年国福，男，汉族，1968年 8月出生，群众，项城市

国福农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卫军，男，汉族，1978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驻马店供电公司带电班技术员，

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

李雪文，男，汉族，197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

员，河南鼎力杆塔股份有限公司焊接班工人，高级

技师

樊 振，男，汉族，1980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高级工程师

戴子星，男，汉族，1966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正

阳县雷寨乡高胡村代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金柱，男，汉族，1985年 2月出生，群众，富泰华

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课长

侯三元，男，汉族，1955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级农艺师，

省脱贫攻坚奖

李向前，男，汉族，1974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机务段内燃机车钳

工，高级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徐 鹏，男，汉族，1976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探伤工，高级

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程日盛，男，回族，1963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全国先进工作者
推荐人选名单

全国劳动模范推荐人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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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人选公示公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河南省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

知》，经基层单位民主推荐、逐级遴选上报、省评委会审核，我省已产生

105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现将推荐人选基本情况予

以公示，公示期：2020年5月 18日—5月22日。

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请在 5月 22日 18时前向省评委会办公室反

映（信件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问题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电话、信

函应留真实单位、姓名。

联系电话（传真）：0371-65905209

通信地址：郑州市金水路16号河南工会大厦1718室

邮政编码：450003

河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5月 18日

郭勤学，男，汉族，1965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郑州市第十一

中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高级教师

朱明军，男，汉族，196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刘成晓，女，汉族，1967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郑州市公安局

商城路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教导员，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河南公

安十大忠诚卫士

郭智勇，男，汉族，1981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开封市公安

局相国寺派出所所长

王鹏程，男，汉族，1979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洛

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十三审查调查室主任

董平栓，男，汉族，1965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教授，主任医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任宏光，男，汉族，1963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空空导弹

研究院副总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胡香玉，女，汉族，1963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市中医

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刘瑞群，女，汉族，1969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市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金荣，男，汉族，1964年 9月出生，九三学社，安阳市农业科

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秦周顺，男，汉族，1963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林州市人民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

张卫源，男，汉族，1964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鹤壁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韩清宇，男，汉族，1963年 3月出生，群众，新乡新华医院椎间

盘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卫国，男，汉族，1970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税务总

局新乡市红旗区税务局局长

郑海军，男，汉族，1965年 9月出生，群众，焦作市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一区科主任，主任医师

杨 芳，女，汉族，1973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焦作市学生

路小学校长，高级教师

郭爱玲，女，汉族，1972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濮阳市公安局

建设派出所一级警长，公安部二级英模

张秀珍，女，汉族，1967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许昌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主任医师

陈晓磐，男，汉族，1971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漯河市临颍

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全国公安楷模，公安部二级英模，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赵 兵，男，汉族，1966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三门峡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张玉滚，男，汉族，1980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镇平县高丘

镇黑虎庙小学校长，一级教师，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

张伟华，男，汉族，1963年 5月出生，农工党，商丘市第一人民

医院、商丘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大内科主任、组长，主任医师

陆 伟，男，汉族，1966年 5月出生，无党派人士，信阳市中心

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成章，男，汉族，1970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周口市教育

体育局调研员，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高级教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军堂，男，汉族，1964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周口市中心医

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银良，男，汉族，1962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市残

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全国脱贫攻

坚组织创新奖

林喜才，男，汉族，1965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濮阳黄河河务

局范县黄河河务局河道修防工，高级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 婷，女，汉族，1994年 11月出生，共青团员，河南省球类

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

秦 倩，女，汉族，1986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共青团河南省

委学校部、驻周口市西华县迟营乡孙庄村副部长、第一书记，全国

脱贫攻坚奖

王 凯，男，汉族，1962年 9月出生，群众，河南省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第五批援鄂医疗队医疗组RICU主任、组长，

主任医师，全国新冠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