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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排 男，汉族，1979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

李 茵 女，汉族，1961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
小学正高级教师，现任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校长。

白清利 男，汉族，1969年 11月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
师，现为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管理局鱼场主任工程师。

梁增基 男，汉族，1934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研究员，现为长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返聘）。

李军农 男，汉族，1962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主
任医师，现任渭南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张延刚 男，汉族，1969年9月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现
任宜川县云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唐红涛 男，汉族，1969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主任医师，现任陕西省商洛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主任。

崔勇超 男，汉族，1968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
任国家税务总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税务局主任科员。

李国鹏 男，汉族，1976年4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现任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

田维平 男，汉族，1964年 3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
员，现任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郑南宁 男，汉族，1952年 12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
授，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

施秉银 男，汉族，1959年5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教授，主任医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刘加平 男，汉族，1956年11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
现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 梅 女，汉族，1969年6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国家一级演员，现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

邱 陆 男，汉族，1977年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主
任记者，现任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主任。

李新春 男，汉族，1969年3月生，大专学历，高级技师，现
为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系统服务事业部项目交付室安
装工。

杨忠州 男，汉族，1970年3月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高
级技师，现为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精密数控公司装配车间
数控机床试车工。

何 菲 女，汉族，1987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
级工，现任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纺部车间赵梦桃小
组生产组长。

张雷威 男，汉族，1955年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
级政工师，现为榆林市米脂县沙家店镇李站村驻村工作队员。

彭晨晞 男，汉族，1994年7月生，共青团员，大学学历，助
理工程师，现任中航飞机汉中航空零组件制造有限公司机加
标准件厂厂长助理。

石剑波 男，汉族，1980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一
级建造师，现任陕西安康市宏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

宋卫东 男，汉族，1970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
级技师，现任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公司延安石油
化工厂保运项目钳工组长。

张新停 男，汉族，1972年 11月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高级技师，现为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具制造二分厂机加
工段钳工。

夏复山 男，汉族，1974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高级技师，现任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工具厂53
车间二工段钳工班组组长。

彭永利 男，汉族，1965年1月生，中共党员，初中学历，高
级技师，现任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公司机加中心
机械装配车间装配班班长。

张忠海 男，汉族，1970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
级工，现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西安邮区中
心局邮件运输中心驾驶员。

陈 茹 女，汉族，1968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初
级会计员，现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原县支行营业
部副主任。

薛建斌 男，汉族，1974年 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烟草专卖管理师，现任榆林市烟草公司榆阳分公司稽查大队
队长。

朱 艳 女，汉族，1978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
级工程师，现任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市场营业
管理技术专责。

陈思杨 男，汉族，1985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技
师，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
采气厂作业三区应急维护班班长。

许彩芸 女，汉族，1981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助
理政工师，现任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吴起采油厂南庄畔女
子采油队党支部书记。

蒙天朝 男，汉族，1969年10月生，中共预备党员，高中学
历，现任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董家河煤矿分公司采二
队队长。

郭文生 男，汉族，1971年 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高级技师，现任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宽厚板材料公司热轧车间
主任。

董宏涛 男，汉族，1969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高级技师，现为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动
车组机械师。

刘正林 男，汉族，1972年9月生，中技学历，技师，现任中
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电力运输分公司电力机车司
机长。

梁西军 男，汉族，1979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
级工程师，现任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西
安地铁指挥部技术负责人。

孟祥连 男，汉族，1965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办副总工程师。

胡万彪 男，汉族，1962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副主任医师，现任横山区红十字会医院骨科主任。

张文兵 男，汉族，1968年 10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西电集团西安西电开关电器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王 保 男，汉族，1970年1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副总
经理。

赵元超 男，汉族，1963年7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现任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李 鹏 男，汉族，1972年 11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长庆分公司
安全副总监。

马洁侠 女，汉族，1971年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
级工程师，现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动力保障部
副总经理。

李德伟 男，汉族，1974年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助
理农艺师，现任陕西粮农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邓晓煜 男，汉族，1980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
级工程师，现任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黄龙县供电
分公司经理。

严鉴铂 男，汉族，1962年 10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向宏 男，汉族，1967年 9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现任西安聚能高温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惠敏莉 女，汉族，1971年6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国家一级演员，现任西安易俗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存成 男，汉族，1961年7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经济师，现任石羊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新发 男，汉族，1971年8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梅 女，汉族，1972年6月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现
为西安市阎良区阎诚脆枣专业合作社技术员。

刘仙会 女，汉族，1981年 9月生，高中学历，现任武功县
后稷新田园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姬桂玲 女，汉族，1971年 9月生，高中学历，现任榆林市
米脂县高硷桂玲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黄积义 男，汉族，1958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
级园艺师，现任陕西探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刘双奎 男，汉族，1959年1月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现
任黄陵县阿党镇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黄云娜 女，汉族，1982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
为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织造车间值车工。

王 君 男，汉族，1981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中级工程师，现为陕西扶龙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员。

岳增光 男，汉族，1980年 10月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技师，现任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电仪班班长。

任凤祥 男，汉族，1957年4月生，中共党员，初中学历，现
为佳县黄河白云渡口摆渡船工。

宁启水 男，汉族，1965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农
网配电营业工，现任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门村党支部副书记。

郝春侠 女，汉族，1972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
任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西古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刘瑞红 男，汉族，1971年 10月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高级技师，现任陕西安康天瑞塬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建武 男，汉族，1977年 12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高级农艺师，现任渭南秦浓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将表彰一批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我省推荐人选
经自下而上层层推荐、逐级审核，目前已通
过全国表彰大会筹委会初审。为进一步听
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推荐人选
予以公示。若对公示人选有不同意见，请
于5月20日 18:00前，以电话、传真、电子
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向陕西省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
况应采取实名方式，请提供具体线索和事
实依据。我们将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

联系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邮政编码：710003

电子邮箱：qglmpx2020@126.com
联系电话：029-87329843（传真）

陕西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5月14日

陕西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

陕西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名单（63人）

侯海峰 男，汉族，1977年 9月生，民进党
员，中专学历，高级技师，现为秦川机床工具集
团股份公司秦川机床厂装配车间总装工段装配
钳工。

方永芳 男，汉族，1968年 3月生，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现为陕西省太白林业局护林员。

王志春 男，汉族，1975年 3月生，中共党
员，研究生学历，技师，现为陕钢集团汉中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烧结技师。

武军社 男，汉族，1972年 4月生，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现任咸阳市秦都区鑫诚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替补人选名单（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