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关于表彰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

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局），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企事业

单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

石油和化工行业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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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改革创新精神大

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石化强国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批政治过硬、业

绩卓越、贡献突出的先进单位与个人。 

为了更好地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

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一步推进石油和化学工业更

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决定，授予北京瑞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维修班组

等 81 个单位“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吕铭

华等 105 名同志“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称号，授予

徐晓虹等 10 名同志“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希望受到

表彰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珍惜荣誉，进一步发扬先进示范作

用，充分展现时代风采，在新的起点上再立新功。 

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将劳模精神转化为凝聚和促进行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为建设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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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名单； 

 2.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名单； 

   3.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工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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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名单 

（共 81 个） 

 

北京市 

北京瑞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维修班组 

天津市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BS 事业部 

河北省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衡水中铁建工程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橡胶制品项目部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超越班组 

河北新化股份有限公司双氧水车间操作丙班 

山西省 

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精细化学品研究部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营销公司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溪煤制油分公司合成车间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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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营口康辉石化有限公司聚酯薄膜车间 

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氰二酯班组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沥青车间 

吉林省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苯胺车间 

黑龙江省 

七台河宝泰隆新能源有限公司加氢车间 

上海市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有机化工研究所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北区甲醇丁班 

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江苏黑松林粘合剂厂股份有限公司聚合节点 

江苏斯尔邦有限公司丙烯腈事业部三班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六车间甲班 

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冷复合节能保温材料事业部 

常州乔尔塑料有限公司热固性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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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吉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硅橡胶车间 

宁波昊德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安徽省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五车间 

福建省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光化车间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水性技术部 

江西省 

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研发中心 

江西金利达钾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 

山东省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洁净煤气化项目组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聚甲醛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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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氧丙烷装置大橫班甲班 

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氨二公司气化车间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华阳橡胶科技分公司成型工段丙班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烯烃厂 MTO 工段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泰钢塑有限公司亚铵车间 

河南省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知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处理技术研发部 

河南丰利石化有限公司加氢车间 

河南晋开集团二分公司净化车间 

安阳中盈化肥有限公司合成车间 

湖南省 

湖南邦弗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合成药车间 

湖南长岭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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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宙邦化工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广东）有限公司珠海项目部 

肇庆千江高新材料股份公司创新中心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德美化工研究院 

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所（技术中心） 

重庆市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热电联合装置 

四川省 

四川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西艾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 

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合成车间 

云南省 

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维保中心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甲醇车间工艺四班 

陕西省 

陕西渭河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烯烃中心 

延安延昌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焊接车间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动力检修分厂303电仪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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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风电及防腐涂料创新团队 

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金昱元广拓能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车间 

 



  

附件 2 

 

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名单 

（共 105 名） 

 

北京市 

吕铭华  北京华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天津市 

李亚斌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 

原晓城 天津市橡胶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总助兼技术部长 

韩  辉（女）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滨海新区第四分公司副总经理 

河北省 

李志刚 河北新启元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丽华（女） 河北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 

杨俊杰 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许  伟 石家庄白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班长 

杜永杰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维修工 

韩九成 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李江伦 河北鑫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班长 

山西省 

肖  斌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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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鹏峰 晋城煤业集团天溪煤制油分公司车间主任 

白晓宇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工研究院车间主任

李广民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建平 山西榆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内蒙古自治区  

许献智 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辽宁省 

李成金 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兆滨 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 

于海莉（女） 朝阳浪马轮胎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 

宋春林（满族）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技术顾问 

张治海 辽宁嘉合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车间班长 

李明忱 辽宁海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吉林省 

马长鑫 吉化集团吉林市锦江油化厂班长 

黑龙江省 

张  建 大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上海市 

商照聪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常务副主任、土壤

环境修复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杨熔勇（女） 上海赫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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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志峰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张金星 上海抚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设备维修经理 

朱永泉 上海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助兼部门经理 

江苏省 

王  宇 江苏飞亚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傅海峰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装置主管助理 

陈  军 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工段长 

管永军 无锡二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司晓燕 双狮（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 

胡亚东 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质检科长 

丁武松 江苏省激素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 

杨怀玉 江苏中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建磊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孙百亚 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薛  健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 

浙江省 

阮伟祥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徐武平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部长 

王  祥 宁波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聚合车间主任 

陶光撑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 

杨孟君 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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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陶  文 安徽菱湖漆股份有限公司水性漆车间主任 

宋  鑫 安徽中意胶带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 

福建省 

高小超 福建湄洲湾氯碱工业有限公司 1,4-丁二醇车间主任 

麻汉斌 福建省龙岩龙化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江西省 

顾小伟 江西高信有机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长 

许文龙 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 

陈飞彪 江西西林科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山东省 

徐传伟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长 

安志成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成型主机手兼班长 

宋光太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机械总监 

伊允金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硫酸产品部经理 

车成聚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孔  梅（女） 东营联合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油品车间主任 

张向辉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石化事业部总经理 

张爱波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催化车间主任 

王  平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师 

丁春仁 山东金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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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汉双 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魏  霞（女） 新泰市日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隋永波 成山集团有限公司维修主管 

康传晶 日照岚桥港口石化有限公司焦化车间副主任 

李宏石 山东省莱芜市汶河化工有限公司班长 

陈宏坤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维清（女）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姬生龙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运行工程师 

李民堂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河南省 

李广民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巴特尔（蒙古族）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赵玉祥 河南神马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搬迁项目主任 

王全中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兵兵 河南恒通化工集团副总经理、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魏常致 河南兴发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蒋元力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易天骄（女）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化工

事业部主管 

湖南省 

何青峰 衡阳市建衡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应用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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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福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 

广东省 

黎广贞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  群 惠州市宙邦化工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冯  攀 珠海市赛纬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总监 

张秋华（女） 广东埃力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兼技术部经理 

陈建军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经理 

张世林 广州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化研究所副所长 

重庆市 

罗  扬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江勇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唐武福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主管技师 

四川省 

张  华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东亮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 

石玉英（女） 攀枝花钢企欣宇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技术部长 

鞠天华 四川剑兴锂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经理 

云南省 

赖丽华（女） 珠海珠玻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 

裴贵虎 云南磷化集团昆阳磷矿分公司产品加工运输中心装机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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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李  健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经理 

谢树林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电仪分厂厂长 

曾  智 陕西旬阳大地复肥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 

王延东 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管 

甘肃省 

张宏军 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焙烧车间主任 

王  志 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常志强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科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建军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17 

附件 3 

 

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工作者名单 

（共 10 名） 

 

北京市 

徐晓虹（女）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职防部副主任 

天津市 

吉  红（女，满族）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 

内蒙古 

李  强 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工监督检验研究院 院长 

黑龙江省 

欧阳琦（女） 黑龙江省石化行业协会副会长 

江苏省 

陈立来 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秘书长 

山东省 

韩德红（女）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教师 

张洪民 山东省橡胶行业协会会长 

河南省 

苏  东 河南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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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黄维光 四川省精细化工研究设计院院长、党委书记 

陕西省 

李林贤 陕西省石化压力容器检验站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