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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拟表彰人选（集体）公示
重庆市总工会决定在2021年“五一”节前夕，表彰一批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并授予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
按照推荐程序，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保证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现将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

人先锋号拟表彰人选（集体）予以公示。

重庆友友利鸿玻璃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长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市黔江区太极乡人民政府
重庆市涪陵区崇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仁品耳鼻喉医院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渡口区税务局
重庆数码模车身模具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征地事务中心
重庆浪尖渝力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重庆戴卡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重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佰润商品混凝土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广仁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茂田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
重庆安特管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中材参天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妇幼保健院
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多次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湖旅游度假区发展中心
重庆重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潼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赛维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初级中学

重庆永健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璧山区税务局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
城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丰都县审计局
重庆渝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武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忠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开州供电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云阳县税务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奉节供电分公司
巫山县水利局
巫溪县土城镇人民政府
国家税务总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酉阳县华渝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九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重庆高新区招商有限公司
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重庆海德世拉索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凯瑞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客轮有限公司
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重庆运输总公司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华油公司重庆凯源石油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林业局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
重庆市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发电厂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涪陵工务段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建设指挥部
中铁一局集团公司新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西南建设公司
重庆市固体废弃物运输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清洁能源分公司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千叶眼镜连锁股份公司
自然资源部重庆测绘院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

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有限公司设备部电修工段
重庆市万州区天福幼儿园行政组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维护部
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重庆芭拉胡有限公司船工组
重庆三磊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制粉车间
重庆市涪陵区审计局企事业审计科
凯高玩具（重庆）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交
207路班组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重庆红岩村桥隧项目
经理部
重庆市渝中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渝中区机关食堂
重庆市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设施维护二所
重庆中交港口发展有限公司生产操作部作业二组
重庆市大渡口区消防救援支队大渡口区八桥消防救援站
重庆小南海水泥厂烧成车间
重庆世纪金源时代大饭店有限公司工程部
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板件车间
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杨渡村经营分部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观音桥门店
重庆开物工业有限公司模具制造部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科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国际课程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卫生科
重庆市南岸区应急管理局南岸区综合应急救援队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科
重庆雄鹰房屋维修有限公司高空（蜘蛛人）作业部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
重庆银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开发科
重庆海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00客服中心
重庆市渝北实验小学校音乐组
重庆协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部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市场部
姜家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劳动就业服务窗口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渝湘高速公路扩
能五布河特大桥项目经理部
重庆市巴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放管服科
重庆长寿区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视光科
重庆天勤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一课班组
重庆名风家俱有限公司UV自动生产线班组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江津区税务局白沙税务所
重庆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重庆市江顺储运有限公司仓储一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合川区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
税收入科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技质部检测中心

招商局新材料科技（重庆）有限公司铝板带事业部
中交一公局重庆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建筑构件厂
PC事业部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永川区税务局人事科
重庆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南川分公司北部经
营中心
重庆市渝川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南川分公司生产技术部
重庆康世德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制造部二车间
重庆方略精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表处理班组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八分公司綦江
公交207路队
重庆市綦江区沙溪小学工会委员会翠竹园小家
重庆市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开发管理科
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大队
重庆开山流体机械有限公司重庆流体机械研究所
重庆金山洋生管道有限公司中空壁班组
重庆市普创长顺机械有限公司电工组
重庆市潼南区中医院脑病科
重庆市潼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行政服务中心
重庆福税科技有限公司品质部
重庆市鹿享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家用线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铜梁区分中心服务大厅
重庆市铜梁区交通局建设管理科
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勤务三大队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荣昌区供电分公司用电检查班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技术组
重庆市璧山区公安局璧泉派出所
重庆宇海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业设计部
重庆盾之王实业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
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梁山第一派出所
重庆精匠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洗护部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超声科
重庆天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
重庆易和医院有限公司护理部
重庆市丰都中学校教科室
丰都县肉牛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产业科
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打击传销
与规范直销执法大队
重庆川久食品有限公司热干组
重庆中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智能装备制造车间
重庆市武隆区浩口苗族仡佬族乡中心小学校民族艺
术蜡染工作室
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鸭江派出所
重庆市武隆区铭昊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殡仪服务部
忠县洽

甘井中学2018级年级组
忠县胡燃商行胡燃商行红星桥店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重庆生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绿化保洁部
重庆市亚特蓝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艾特奥智能控制技
术研究院

云阳县妇女儿童医院儿科
云阳县宏源水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双江供水服务中心
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及提取车间
奉节县公安局特警大队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奉节县分中心办件大厅
重庆渝东医院外二科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郑万铁路重庆段项目经理部
重庆百德鞋服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巫溪县官山林场半专业扑火队
中国共产党巫溪县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干部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园林
绿化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质量控制部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重庆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提取车间
秀山县华瑞实业有限公司企业服务部
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整治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桃花源派出所
酉阳县宜人石化有限公司小坝路路通加油站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彭酉路1标项目
经理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
重庆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世纪同辉集中隔离点健
康服务组
重庆火车北站地区综合管理局综合整治大队
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组
重庆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室第一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室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石板镇市场监
督管理所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大道一期EPC项
目经理部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科
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设备维修班组
重庆市林业局森林草原火灾预防与安全生产处（行
政执法处）
重庆市女子监狱一监区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市场管理处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疾病诊治中心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精板带事业部热连
轧制造中心铣床班组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轨道
交通环线一期工程机电设备系统整体发包项目项目
经理部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产品运维组
重庆钢铁研究所有限公司板材事业部

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冲压制造部设备组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装配分厂磨齿机工作组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NVH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巴南区
分公司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子制造部1班
富士康重庆科技园消防暨工业安全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云计算事业部云
技术与服务团队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二车间车床组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重庆合长高速公路项目总
承包部
中建八局西南公司重庆分公司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
利用工程EPC项目部
重庆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渝悦中转”班组
中铁十八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重庆至黔江铁路
站前6标项目经理部
重庆市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利用部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权交易
分中心
重庆市上桥粮食中转库有限责任公司白市驿粮库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永川分公司城网区域
客服部
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南立交改造工程前
期实施部分项目经理部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三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龙头寺支行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工艺装备室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地质勘探开发
研究院第三录井作业部
重庆农投肉食品有限公司屠宰车间
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净化总厂机修车间铆工班
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惠宁水资源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咀坡水库管理处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川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变
电运维班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607地质队607女子
突击队
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调试公司高压试验班
华能重庆两江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维护部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热控二班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合川发电有限公司维护车间电二班
渝黔渝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
中铁十局重庆北站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郑万9标项目部铺架分部
中铁上海局郑万铁路土建4标项目部
中铁八局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站前5标项目经理部
二分部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西南监理公司渝怀
二线涪秀段监理站
中铁建电气化局渝怀二线涪秀段站后2标项目部
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全域车辆制造部装配组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分公司巴彭路5标
项目经理部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长狮12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万州环线高速公路项
目二分部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二工厂特能材料精
密铸型组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开州商都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埠外工程事业部
重庆交通运业有限责任公司巴南龙洲湾汽车站总
服务台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唐跃辉劳模创新
工作室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分公司变电二次运检班
重庆忠县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抢险科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彭酉路5标项目
经理部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重庆轨道九号线项目
指挥部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石新路改造工程项目经理
部刁国君劳模创新创效工作室
重庆市长江职业培训学校陈波中式烹调师技能大师
工作室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重庆轨道交通五号线北延伸
段工程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南分公司售后服
务部
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政融媒舆情中心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部值机分部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地铁九号
线二期二表项目部

公示时限：2021年4月19日至4月23日（5个
工作日）

对公示对象如有异议者，可通过电话、传真、
信函等形式向重庆市总工会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
况须用实名，并实事求是、客观、具体，否则不予
受理。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
厦）1308室，邮编：400015。

电话：63862866、63617537，传真：63617537。

重庆市总工会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19日

一、重庆五一劳动奖状（94个）

刘治国 重庆湘渝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检修班班长
李 郸 重庆万州燃气有限公司供气管网分公司应

急抢险队队长
刘昌宏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黔江卷烟厂网

络安全信息系统运维技术员
罗国文 重庆神斧锦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副

主任
李林峰 重庆市涪陵区中医院副主任
冉原溶 重庆大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师
罗 上 重庆市涪陵区文化馆馆长
冯 吉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南

分公司项目技术员
唐彩凤 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领事巷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 东 重庆精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沈 敏 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院感办主任
徐 茜 重庆市江北区审计局办公室主任
孙金桃 重庆共享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施工

管理岗主管
钱立全 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
杨云飞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分公司配电

技术管理专责
潘 飞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警务保障处主任
牛庆禹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主设计师
徐 秋 重庆市高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杨 艳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刘铁山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王 辉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肺病科主任
谢金科 重庆市北碚区园林绿化管理处组长
甘文杰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罗怀建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托业务经理
文玉斌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渝湘高

速公路扩能五布河特大桥项目经理部项目
经理

徐继斌 重庆市巴南区公路养护中心副主任
邓祥林 重庆柳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成 建 长寿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副主席
柳永贵 重庆双羽家俱有限公司木工技术员
何 伟 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针灸科主任
钟六勇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秀强 重庆天之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韩阳会 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教育工会副主席
王思文 中交一公局第八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合长高

速HC01标段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
杨 智 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谢先廉 重庆腾钢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行政部副部长
覃志初 重庆市南川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谢秀羽 重庆市綦江中学教师
代鸿华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肝胆/血管外科主任
黄德利 重庆市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技员

张春梅 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研发
组组长

吴 竟 重庆市潼南区双江中心卫生院内科住院
部主任

卢 强 重庆川普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艺工程师
范才良 荣昌区农业农村委职工
黄国军 重庆金冠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蒋启波 重庆市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职工
雷家春 重庆渝工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罗 燕 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驻联丰村第一

书记
罗芙蓉 武隆区江北幼儿园园长
冉显文 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敬老院院长
彭 文 开州区汉丰街道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所工作人员
田茗月 重庆璟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倪 明 云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马建军 重庆渝东医院关节骨科主任
王晓峰 中共巫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
向 芳 巫溪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黄 崎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西沱水陆派出所

所长
肖晓华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植

保站长
颜 伟 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翠云派出所三

级高级警长
高振峰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

书记
刘 波 重庆金桥机器制造有限公司IE(工业工程)

部部长
舒成明 重庆市高新区曾家镇卫生院内一科主任
吴玉红 重庆警察学院教授
米 洁 重医附属第一医院护士长
刘 晓 重庆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叶延茂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刘照明 重庆庆铃锻造有限公司工程师
向 飞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气维

修工
黄中明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流量仪表分

公司焊接工
周洪春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程调试工
赵立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网络信息

安全高级专家
舒昌旭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陈后强 重庆长江电工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

任、支部书记
何 泉 中铁隧道集团一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许 清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纪巍嘉 凯欣粮油有限公司员工
邵家艳 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吴 丹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复
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药师

杨 俊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输气管理处重
庆输气作业区工程师

曹雪菲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南供电分公司大客
户管理专责

周 皎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
队地球化学勘探院总工程师

雷朝君 重庆市渝中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菜园
坝环卫所路面分队长

岳钦贵 重庆勤牛工程机械有责任公司装配组组长
张禹梅 渝北区洛碛镇沙湾村党总支书记
潘晓冰 重庆平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车工
彭少华 重庆怡能智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钳工班长
李青宇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焊工
何兆平 重庆市南川区铁古坪养殖场技术负责人
刘 巧 重庆宗申后勤管理有限公司后勤服务组长

兼集团工会干事
袁 玉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焊工
牟华明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何光君 重庆市万州区电报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黄万兴 重庆市黔江中学校发展中心副主任
吴先惠 重庆市涪陵区级机关幼儿园党支部书记、

园长
宋文君 重庆市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书记、院长
李 燕 重庆市茄子溪中学校长
黄恩启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研究员
陈 征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皮肤科党支部书

记、主任
周克祥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小学校长
许刚强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宾昌菊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校副书记、工会

主席
段红梅 重庆市南华中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冯明明 重庆先进光电显示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龚致平 重庆市长寿区中医院中医科主任
赵 爽 合川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李世淑 永川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农服中心副主任
胡晓红 重庆市大足区实验幼儿园园长
彭 凤 重庆市潼南区涪江幼儿园园长
李奕奕 重庆市铜梁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黄 介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张绍舟 重庆市丰都第二中学校副校长
黄 波 重庆市垫江中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李小蓉 忠县忠州四小教师
王方敏 重庆市云阳双江中学校教师
吴建霏 奉节县海成小学副校长、工会主席
陈和安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段小红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翔小学校长
唐再清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校教师
张 海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校教师
李天敏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溱州中学教师
李 嫚 长江师范学院教师
江跃全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部肿瘤中心科主任
韩德禄 重庆凯豪律师事务所主任
邱增明 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 涛 重庆康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吉 权 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 勇 重庆市江津区远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
陈素华 重庆市金康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尚万 重庆市诚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洪旗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
陈武雄 重庆嘉陵华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魏建刚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姚 笛 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周微之 重庆市五环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重庆气矿矿长、党委副书记
廖高尚 重庆市水务资产管理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黄吉伟 重庆能源集团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李 林 重庆市渝川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魏 书 重庆莉莱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谢安源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 林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

程师
桂艺月 重庆顺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经理
郭召忠 重庆海塑建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杨 光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副总裁
龙珍珠 重庆两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务

风控部经理
赖文建 重庆万盛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工装设计负责

人、工会主席
张 淦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王 丹 重庆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办公室主任
袁 玲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信访办公室、工会

办公室副主任兼管理部室第三党支部书记
任为红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部长
高 峰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重庆建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周孔均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互联网部主任
冉宵亮 重庆市黔江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颜 炯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江北区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
陈朝晖 重庆市渝北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李梦华 重庆市南川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业园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杜术林 中共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部长
王 玲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人事处处长
刘永红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副处长
何 冠 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副院长
李光彬 重庆车务段綦江北站站长
余 林 重庆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
丁创新 成都局集团公司调度所党委书记
付罗靖 中铁十八局重庆至黔江铁路6标技术主管
姚向奎 中铁二院渝怀二线涪秀段项目部项目总监
梁洋睿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市场营

销部业务员
陈 鑫 重庆正刚中医骨科医院有限公司按摩师
庞 军 中建八局西南公司重庆分公司江北机场

T3B航站楼项目总指挥
池 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綦南供电分公司綦江

变电运维站站长
陈永平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郑万铁

路重庆段项目指挥长
孙 闯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硬件维护

工程师
陈琳琳 重庆市市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
王正良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
李 媛 重庆市人民医院护士
何 烨 重庆市何先泽形象艺术职业培训学校美发师
黄 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武春岭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学院院长
何寿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区分公

司揽投人员
周 勇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压设计领域

首席专家
丁尚荣 重庆职工之家实业有限公司厨师长
淳海波 重庆市第18中学校年级主任
高良忠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质保主管
陈德华 重庆渝豪仕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泳涛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李 建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二、重庆五一劳动奖章（185个）

三、重庆市工人先锋号（18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