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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俭（1946-），男，陕西西安人，中国农
学会高级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西
安市葡萄研究所所长、农艺研究员。大半生
的精力在葡萄种植和葡萄新品种研究和推广
方面创造出了许多奇迹。他先后培育出“户
太 8号”“户太 9号”“户太 10号”系列葡萄品

种并通过省级品种审定，亩产是世界平均亩
产600公斤的3－6倍。仅“户太8号”一个品
种，在全国 10多个省推广面积超过 80万亩，
年新增产值超过100 亿元。获农业部丰收奖
（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李大开（1953-），男，江苏徐州人，中共
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陕西法士特汽
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齿轮分会
名誉会长。1995年，他临危受命挑起陕西汽
车齿轮总厂厂长的重担，在经营巨额亏损、
濒临破产的形势下，带领广大职工深化改
革，迅速扭转了企业危难局面。之后 20年

里，他引领企业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型
汽车传动系制造商和全球供应商，公司各项
经营指标连续 13 年名列中国齿轮行业第
一，为我国汽车工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
模范。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十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陕西省第十一次、
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最美劳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简介

李保平（1960-），男，陕西米脂人，现任陕
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
城市慈善协会名誉会长。曾任陕西省工商
联副主席。1980年白手起家，用 40年的时
间发展企业，目前企业资产高达 296亿元。
他带领集团创新发展方式，为地方经济保
增长作出贡献，先后出资 20多亿元用于新

农村建设、希望工程、济困助学、修路架桥
等。每年拿出 500万元用作慈善事业，设立
了“李保平慈善基金”，共施善款 1935.6万
元。多年来，他的企业赢得了各级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2002年被
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5年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政协陕西省第十一届委员。

唐长红（1959-），男，陕西蓝田人，中共
党员，飞行器设计专家，工程院院士，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航工业第
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先后担任了运七-
200A、MPC-75、AE-100、飞豹系列飞机、运
20等型号飞机总设计师。37年来，始终奋
战在航空科研第一线，创造了中国航空发
展史上多个第一，为保卫祖国的空域、海

疆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特
等奖 1项，一等奖 4项、二等奖 5项。获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高技术
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金
奖。 2002 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2006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 年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第十二、第十三届
全国政协委员。

李云南（1960-），男，陕西耀州人，中共
党员。耀州区石柱镇马咀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在他的带领下，马咀村修建
蓄水池，埋设 PVC 输水暗管，使整修后的
1530亩农田全部实现了节水灌溉。他以建
设美丽乡村为契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建成了欧式婚礼广场、宴会厅等重点项

目。马咀村已成为全市“美丽乡村建设、促
进农民增收、推进脱贫攻坚”的新模板，先
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2005年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陕西省第十、第十
一届人大代表，中共陕西省第十一次、第十
三次党代会代表。

付 浩（1969-），男，黑龙江宁安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陕西建工
安装集团高级技师。参加工作 30年来，一
直坚持在技术难度大、工作环境艰苦的安装
施工第一线，在长期的施工过程中，他始终
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刻苦钻研，对技术精
益求精，逐步掌握了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

气体保护焊、氩弧焊、氩电联焊等多种焊接方
法和焊接技能，解决了工程施工中的一系列
焊接难题，球罐焊接一次合格率 99.6%，I级
片率达 96.8%，为公司后来AR3级球罐取证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获中华技能大奖。2006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

张立同（1938-），女，辽宁海城人，中共党
员，航空航天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60年在西北工业
大学任教至今，教授、博导。现任超高温结构
复合材料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陶
瓷基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
席科学家。从事航空航天高温材料技术及其
应用研究60年，解决了国家急需的一系列重
大关键技术，使我国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的

研究与应用水平进入国际前列。主持的“耐
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
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使该奖项在连
续6年空缺后实现了“零”的突破。是我国国
防科技工业领域唯一的女院士，被人们称为

“巾帼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
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6年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
七大代表。

印建安（1957-），男，上海人，中共党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陕西省突出贡献专
家。曾任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他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国企管理
者，带领陕鼓从单一产品制造向服务型制造

强力转型，实现“源于制造，超越制造”。推动
国企体制机制改革，推行“去行政化”。首创

“能源互联岛”技术，助推新一轮能源革命，引
领陕鼓成为省内乃至全国工业领域的标杆。
2007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10年被
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陕西省第十一、第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西安市委委员。

薛 莹（1973-），女，辽宁大连人，中共党
员。航空工业西飞国际航空部件厂波音
737-700垂尾组合件单元的装配铆工，“薛
莹班”班长，航空工业西飞工会兼职副主
席，陕西省高技能人才培养特聘教授。全
国妇联第十一届执委会执委，第十二届执
委、常委，全国总工会第七届女职工委员会
兼职副主任，中国国防邮电工会第四届兼
职副主席，航空工业工会兼职副主席，陕
西省国防工会第一届兼职副主席。她带

领全班成员肩负“让世界享受中国人的航
空制造”使命，所承担的产品由月产 11 架
份提高到目前月产 32架份。现已累计交付
波音 737系列垂尾前缘 5000余架份，为我
国航空工业转包生产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2007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9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2017 年被评为全国道德模
范。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陕西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窦铁成（1956-），男，陕西蒲城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铁一
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电力工工匠技
师、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兼）。现任技能
大师工作室（火车头劳模创新工作室）、中
铁一局电务公司电力试验所质量负责人。
参加工作 39年来，他立足本职工作，以顽
强的毅力从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
人，成长为一名技术专家，累计解决技术难

题 69个，解决送电运行故障 390次，提出合
理化建议及小革新 38次，提出设计变更 6
次，为企业节省成本、创造效益 1840万元，
被尊称为“电力专家”“工人教授”“金牌工
人”。200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9年入选“时
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劳
动模范”。2009年入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共十八大代表。

王小卫（1972-），男，陕西西安人，中共
党员。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机务段动车组运用车间指导司机。2007
年，陕西省首条动车组线路在西安-宝鸡
间贯通，他作为首发司机，驾驶列车开启
了西部高铁发展的新时代。十余年来，王
小卫先后学习掌握了包括复兴号在内的

14种动车组列车的操纵技术，参与完成了
陕西省所有高铁线路开通试运行任务。
作为“王小卫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带头人，他带领团队相继总结操纵办
法 12项、创新成果 22项，指导培养动车组
司机 300余名。2009年被评为全国铁路劳
动模范。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吴大观（1916-2009），男，江苏扬州人，
中共党员，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1947
年，他拒绝外方高薪聘请，毅然回到祖国，历
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沈阳航空发动
机制造设计室主任、总工程师，中国航空研
究院发动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航发西航
（原国营红旗机械厂）副厂长兼设计所所长，
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常委。他毕生致力于适

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制方案和
程序的研究，参与和组织新中国航空发动机
设计，创造了多个“第一”，是我国航空发动
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航空
发动机之父”。2009年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2009年入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令选（1958-），男，陕西礼泉人，中共
党员。曾任中铁二十局集团副总经理，先
后在尼日尔、安哥拉、蒙古国、莫桑比克、巴
基斯坦等国际项目施工中担任指挥长（总
经理）。工作 40多年来，他从一名普通的
铁道兵战士成长为中铁二十局集团抢占国
内、国际建筑市场的精良干将，始终坚信

“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从

2003年起，常年在国外施工项目上，冒着撒
哈拉沙漠的高温、顶着西伯利亚的寒流、踏
着战后安哥拉的余雷、身处疾病肆虐的非
洲，奉献出一座座优质工程，开辟了广阔的
市场空间，巴基斯坦总理盛赞他率领的建
设团队为“中巴友谊的典范”“公路建设的
先锋”。201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2012年
荣获蒙古国“总统勋章”。

靳宏利（1960-），男，陕西蓝田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陕西省
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2001 年，他投身高速公路事业，组织
建设了 21个高速公路项目，完成建设投资
1591 亿元，新增通车里程 1973 公里，改写
了陕西交通瓶颈制约的历史，推动陕西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跃升全国前列。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政策减免车辆通行费 95 亿

元，保障汶川抗震救灾西汉“生命线”畅
通，带领铜川合力团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2.24亿元，彰显了高速担当。主持完成《秦
岭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关键技术研究》等 7
项课题研究，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中国
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2010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
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政协陕西省
十二届委员。

王曼利（1967-），女，陕西西安人，中共
党员。先后在西安市公交总公司从事乘
务员、驾驶员、车队党支部书记工作，现
任西安公交巴士运营公司工会主席。26
年来立足 10米车厢，真情服务乘客，安全
运送乘客约 435.2 万人次，安全行驶公里
62.56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十五圈半，创

造了服务“零投诉”的纪录，是西安公交
首个“五星级驾驶员”。在平凡的岗位上
不断追求卓越，成为西安公交行业的一
面旗帜。 2012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
范。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
陕西省第十二、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第
十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白秀兰（1942-），女，陕西西安人，中共
党员。西安市北院门街道学习巷社区党支
部书记兼主任。4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维
护民族团结和谐，为老百姓办好事，带领社
区群众改造辖区基础设施，组织修路、危房
改造，解决群众吃水、排污、用电难等问题。
建设多功能社区综合办公大楼，解决下岗无
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建设小食品市场，建设

仿古牌楼开发民族文化旅游景点，开展具有
民族特色的自主创业活动，极大地改善了群
众的生活条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振兴民
族文化教育，改变传统观念，提倡低碳生活
观念、步行婚礼等，将封闭落后的辖区变为
全国先进典型社区。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
劳动模范。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中共十七大代表。

田浩荣（1971-），男，陕西彬县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宝
鸡机床集团装配车间装配钳工、数控车间
装配钳工、数控一车间装配钳工，现任宝
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所装
配钳工、“田浩荣国家级技能大师（劳模
创新）工作室”领办人。参加工作 30 年
来，累计装配各类中高档数控车床上万
台，完成新产品和试制任务 50多项，培养

数控车床主轴装配骨干人才 60 多名。他
总结摸索出了 CK 机床床头箱装配方法
——“田浩荣主轴箱定向装配法”，在全
省、全行业推广，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
益 500 多万元；他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数控
机床轴承隔套计算公式，成功地解决了
轴承预紧问题。2012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
动模范。 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秋莲（1962-），女，河南虞城人，中共党
员。现任王益区红旗街街道红旗社区党总
支书记、省妇联兼职副主席。曾任王益区红
旗街街道党委副书记、红旗社区居委会主
任。在社区工作 17年来，她坚持“把工作当
事业、视群众如亲人”的工作理念，始终关注
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的前沿理论和动态，不
断创新社区党建工作。带领社区党支部一班

人积极推行社区网络化管理服务体系，探索
建立“3+3+X”网络服务模式，创建了“1168”
服务热线、小区服务代办站、拆除了“一厅式
服务”接待前台，极大地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
水平，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区管理创新
之路，创造了社区党建的“红旗模式”。2012
年被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共十九大代表。

柯小海（1976-），男，陕西黄陵人，中共
党员。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双龙镇党委
副书记（不脱产），索洛湾村党支部书
记。任村党支部书记的 17 年来，带领全
村干部群众修路建校、办厂创业，培育产
业脱贫，帮助贫困大学生、贫困户解决实
际困难，使一穷二白的索洛湾村成为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索洛湾正是在他的带

领下牢牢抓住发展集体经济这个“牛鼻
子”，经过 10多年努力，培育出山核桃工艺
加工、生态观光餐厅、特产小吃销售等多
个产业，村集体资产近亿元。如今索洛湾
村人均收入突破 2.9 万元，实现了“温饱-
富裕-小康”三级跳。2012 年被评为陕西
省劳动模范。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中共十九大代表。

郭春喜（1963-），男，陕西大荔人，中共
党员，自然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
据处理中心主任。35年来，一直从事大地
测量数据处理与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国家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及大地水准面精化技术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确定最新、最精准的珠
峰高程，向世界彰显中国实力；为南水北调、

西气东输、“一带一路”建设、全国第三次国
土调查、军民融合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提供
技术保障；建成目前国内技术水平最高的省
级北斗导航基准站系统，填补我国中心区域
及陕西境内缺乏实时导航定位服务的空
白。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24项。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工
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