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天豪，男，1974年 8月出生，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
采油二厂采油高级技师，先后完成了74
项技术创新项目，已取得授权国家专利
34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技术创新成果
奖 16项，国家级质量管理成果奖 4项。
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敬业爱岗标兵·景天豪

孔继满，女，1972年 4月出生，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确山县分公司任店
邮政所投递员。10余年来，她像一只勤
奋的鸿雁，步行 5万里，投递报刊、邮件
达10万份(件)，从未出现过错投、漏投。
2012年她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身边
好人”，获“2010 年度感动天中十大人
物”称号。

诚实守信标兵·孔继满

施海文，男，1974年 5月出生，信阳
宝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人防部第二大队
大队长。施海文一直把安全保卫工作放
在首位，敢于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
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抢劫、盗窃犯罪分子
30余人，带领保安队员及时阻止打架斗
殴事件500余次，2015年被评为信阳市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职工。

文明服务标兵·施海文

毛立争，男，1972年 7月出生，济源
市公安局沁园派出所社区民警。他是一
名片警，扎根辖区23年，一个小喇叭，一
辆电动车穿梭于街巷楼院，逢事必管，积
劳成疾，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被诊断为

“肺癌”中晚期，在治疗期间仍然惦记着
工作。先后荣获国家、省、市荣誉50项，
2013年被评为“中国好人”。

忠诚奉献标兵·毛立争

王红军，男，1973年 5月出生，中信
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铆焊构件厂重型
车间铆工三班班长，中共党员。他凭借
高度的责任心，忘我的工作态度，带领全
班组职工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从
他手中经过的产品，质量信得过，经常受
到外商监理的称赞，2016年，王红军荣
获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敬业爱岗标兵·王红军

吴予君，女，1974 年 12月出生，安
阳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畜牧师。她任
劳任怨，兢兢业业，为畜牧工作作出了突
出成绩，参加完成的四项课题项目分获
省科技成果、安阳市科学技术进步成果
三等奖，2015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市畜牧
兽医工作先进工作者、市职工职业道德
建设十佳职工，荣获市五一劳动奖章。

诚实守信标兵·吴予君

曾伟，男，1965 年 12月出生，邓州
市彭桥镇彭桥村卫生室医生。26年来，
他始终坚守在最基层为村民看病，为贫
困患者减免医疗费用，被周边群众誉为

“血性汉子，菩萨心肠”。2010 年荣获
“河南省优秀乡村医生”称号、2012年12
月荣获“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称号、
2013年12月入选“中国好人榜”。

文明服务标兵·曾伟

王彦涛，男，1965年 8月出生，登封
市嵩山气象站站长。32个春夏秋冬，他
以大山为伴、与气象为伍，1万多个日日
夜夜，他和业务人员一道，一点一滴地积
累下了成千上万个气象数据。2008年
被授予郑州市劳动模范，2014年被授予
全国气象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授予河
南省最美气象人。

忠诚奉献标兵·王彦涛

王以兵，男，1964年 6月出生，中国
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
司电焊高级技师。在利比亚西部管道施
工中，20天左右才能完成的焊接任务，
王以兵凭着精湛的焊接技术只用6天就
全部完成，所有焊口达到一次返修合格
率 100％，被聘为中石油管道局电焊技
能专家,曾获得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敬业爱岗标兵·王以兵

李肖，男，汉族，1988年9月出生，中
共党员，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焦作分公司网络分析员。他奋斗在
配合公安机关打击通信（网络）虚假信息
诈骗犯罪工作中；他让“伪基站”无处遁
形，为市民创造了一个洁净的通信环境。
2015年6月入选“中国好人榜”，2015年
10月被评为焦作市“身边的榜样”。

诚实守信标兵·李肖 文明服务标兵·王勇

张秀林，男，1971年 5月出生，濮阳
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庭长。24年来扎
根基层、心系群众，始终把当事人当作自
己的亲人，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
事情来处理，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3000
余件，无一错案。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
岗位学雷锋标兵、第四届濮阳市道德模
范。

忠诚奉献标兵·张秀林

王勇，男，1976年 7月出生，永城市
供电公司主任。他创办了永城市电力

“逗号”服务队，自2009年成立至今，“逗
号”服务队共上门服务16500余次，服务
留守家庭 7300 余次，开展公益活动
3800 余次，定点联系困难户 3865 户。
2015年获评为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
进个人。

郑广瑛，女，1959年 4月出生，郑州
大学临床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擅长治疗各种眼科常见病、多发病，获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专利2项。她
积极参与防盲治盲社会公益事业，每年为
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200例左右，先
后荣获“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十大科
技女杰”“郑州市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敬业爱岗标兵·郑广瑛

李红强，男，1967年 7月出生，新乡
新华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医
25年来，始终待患者如亲人，用一颗仁心
践行着一个医者的社会责任，以自己高超
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领导同事以
及众多患者的好评。2013年，他被评为
新乡市十佳职工，并获市五一劳动奖章，
2016年被授予新乡市劳动模范称号。

诚实守信标兵·李红强

温逢林，男，1974年 8月出生，中铁

隧道集团有限公司社会事业管理中心离

退休管理科科长。面对直接管理的近千

名离退休老同志，他牵手夕阳，甘为孺子

牛，以热心、细心、耐心、真心进行服务，

2016年被评为中铁隧道集团优秀党务

工作者。

文明服务标兵·温逢林

龚廷民，男，1986 年 12月出生，中
铁工程装备集团设计研究总院顶管所副
所长。作为主要研发人员完成了我国首
台出口矩形顶管机、世界首台超大断面
马蹄形盾构等关键技术突破。先后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
荣获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3项。

忠诚奉献标兵·龚廷民

诚实守信标兵·孟范普

孟范普，男，1967 年 12月出生，河
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经
理。在施工组织上结合项目实际，统筹
兼顾，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工作，强力推
进，保证了公司年度产值目标的实现，
2017年被评为南阳市职工职业道德建
设标兵个人。

文明服务标兵·刘阳

刘阳，男，1984 年 12月出生，郑东
新区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营改
增”的大潮中，他坚持巧干加实干，使纳
税人等候时间由 30分钟降低到十几分
钟，业务办理时间也减至6分钟，办税厅
拥堵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善。2016年被
评为省国税系统最美国税人。

忠诚奉献标兵·王琰

王琰，女，1967年1月出生，河南省地
质调查院化验室化学分析组组长。她主
持及参与主持完成数项省部级大中型地
质勘查项目的样品测试工作，上百万个数
据准确无误，2008年以来她默默地资助了
藏区的两个孩子，使她们完成了学业，被
评为2014年省地矿系统十大道德模范。

谢金海，男，1988年 9月出生，郑州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一修理公司修理
工。他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5年，带头向公司提出申请，成立“混
合动力控制维修实验室”，为运营公司节
省了大量的外修费用。2012年荣获“郑
州市技术状元”及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敬业爱岗标兵·谢金海

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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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树典型、表彰先进，激励全省广大职工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由河南省总
工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河南省商务厅、河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组成的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指导小组决定：授予郑州综合保税区
海关等20家单位“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称号；授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首席技师景天豪等20位同志“河南
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称号；授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夏邑县分公司投递员王大雷等20位同志“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
提名奖”并授予“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称号；授予河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等29家单位“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授予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值长李泓霖等24位同志“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称号并予以表彰。

学习道德标兵 争做文明职工 助力出彩中原
——第十六届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事迹展示

郑州综合保税区海关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城郊煤矿
内乡县宛梆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西部分公司
中原石油勘探局供水管理处
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郑州公司
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平顶山供电公司
许昌市魏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豫中铁合金有限公司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鹤壁飞鹤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局郑州车站
华润雪花啤酒（商丘）有限公司
商水县国家税务局

王大雷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夏邑县分公司投递员
王红宾 中原石油勘探局采气专业首席技师
蔡 梅 女 固始县第一小学班主任
顾 斌 女 淇县实验学校小学语文教师
赵定伟 长垣县实验中学体育教师
田 荘 郑州铁路局郑州动车段机械师
徐继超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交通公司项目经理
蔡乃宇 兰考县中医院外科主任
陈 磊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沁阳发电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
李坤书 河南瑞创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郭爱玲 女 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主任科员
曹艳美 女 国网河南郏县供电公司班组长
陶宝玲 女 滑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
邵春梅 女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护士长
耿自礼 黄委会老年大学办公室副主任、黄河水利书协副主席
朱玉龙 许昌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教导员
江 丽 女 国网河南新蔡县供电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
南瑞刚 三门峡市看守所副科级侦查员
郭立彬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组织部主管
王二彬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工程师

河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
新蔡县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第九中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
南阳市鸭河口水库工程管理局
安阳市气象局
黄河小浪底水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支行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四季沐歌（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永城市工人文化宫
濮阳市行政服务中心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叶县国家税务局
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气一厂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
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阳县建工水电暖安装有限公司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民权县水务公司
国网河南邓州市供电公司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轮拖装配厂
巩义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濮阳至鹤壁管理处
兰考县地方税务局
固始县地方税务局

李泓霖 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值长
袁留涛 国网河南通许县供电公司班长
奕 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班长
蔡志华 女 鹿邑县真源办事处西城中学教师
邓自辉 黄河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主值班员
马 颖 女 修武县第三实验小学教师
司西强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工程师
党 强 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李玉良 漯河市郾城区中医院外科主任
杨玉明 鹿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个人金融部经理
王 静 女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新分公司安阳北收费站监控员
李怡岚 女 郑州市中心医院康复分院业务办主任
高新宗 义马市国家税务局经济师
齐玉萍 女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
秦 旭 女 河南省机场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机场大酒店餐饮部经理
周 晴 女 航空工业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护师
李 晖 女 中国平煤神马医疗集团体检中心主任
郭勤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教师
李俊波 鹤壁市浚县第一中学工会主席
刘耀宗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项目经理
张海潮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公司项目经理
梁 磊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东启 开封市通达公路工程公司实验室主任
吴晓东 漯河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治安支队副书记

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提名奖

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