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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 西安西正印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梁 斌 西安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 婧（女）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政工科科长、工会副主席
王丽芝（女）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楚旋（女）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干部
郑 涛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工会干部
陈军红 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邢凤萍（女）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部部长、工会主席
王富强 宝鸡市中医医院工会主席
孙青春 扶风县总工会副主席
王 蓉（女） 眉县总工会副主席
任恒敏 咸阳市总工会副主席
师保忠 永寿县总工会主席
罗耀县 淳化县总工会主席
王毛键 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韩 冬（女） 中国石油长庆石化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马珂 铜川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吴 伟 铜川市公安局直工处副处长、工会办公室主任
肖优胜 铭帝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毕亚峰 渭南市总工会财务部会计
王俊琦（女） 渭南市临渭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梁秀玲（女） 大荔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郭晓峰（女） 渭南市华州区总工会科员
李 蓓（女） 陕西华山旅游集团工会会计
宋殿勇 延安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
张如俊 延安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席
齐乃香（女） 洛川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王 涛 延安子长市总工会经审委主任

刘黎军 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局系统工会主席
崔水利 榆林实验中学工会主席
刘光秀 神木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工会主席
李夜明 榆林市总工会办公室副主任
韩录田 城固县总工会党组书记
江晓丽（女） 西乡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女工委主任
杨克伟 国家税务总局汉中市税务局系统工会主席
赵国强 汉中市汉台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周 健 汉中市总工会困难职工援助中心主任
王朝霞（女） 石泉县总工会副主席、女工委主任
翟新华 国家税务总局安康市税务局系统工会副主席
刘桂莲（女） 陕西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吴文俊 安康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杨开泰 商洛市总工会组宣部部长
李云琦 洛南县总工会副主席
贾晨阳 丹凤县棣花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工会副主席
许丹莉（女） 中国教育工会商洛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彩霞（女）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电仪公司分会主席
陈世安 国家税务总局杨凌示范区税务局工会主席
吴继文 中国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来庆军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杨立哲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蔡世敏（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第十六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杜叶婷（女）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女工委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工会主席（兼）
金小东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十六设计所分会主席
张惠文（女）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会主席
武宏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安保部总经理、工会副主席

张 楠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工会主席
王玉珊（女） 西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机关工会主席
田三良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后勤服务中心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华兴举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石油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何拉明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杨晓明 省戒毒管理局机关党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刘宝珍（女） 省交口抽渭灌溉管理局工会副主席
万健康 省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刘国占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宣教指导员
张 迅 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经审委主任
张 东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系统工会副主席
撒明福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中车务段工会主席
王淑娟（女）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亚玲（女）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高冬菊（女）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女工委主任
穆 丽（女）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女工委主任
武建学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强海军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副部长、

工会办公室主任
伏安庆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侯玉国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雷 挺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澄城卷烟厂工会副主席
卫建宏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连平 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工作部副部长
柴苗苗（女） 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综合办公室主任
赵 鑫（女）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

陕西省优秀工会工作者（80名）

关于表彰陕西省模范职工之家、陕西省模范
职工小家、陕西省优秀工会工作者的公示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工会委员会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工会委员会
西安沣京工业园工会联合会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工会委员会
宝鸡中学工会委员会
陕西博菲特流体控制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铜川市建设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渭南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富平县淡村镇工会联合会
陕西海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宝塔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下寺湾采油厂采油七队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佳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西乡县供电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汉中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旬阳县杜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紫阳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山阳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杨凌融媒体中心工会委员会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榆林市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理工大学工会委员会
信息产业部电子综合勘察研究院工会委员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宝鸡文理学院工会委员会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翻译学院工会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中心支行机关工会委员会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长安银行宝鸡分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西安东新街支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销售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省森林工业职工医院工会委员会
陕西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省汉江监狱工会委员会
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耀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长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铁建设集团西北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建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省文物局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工会委员会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六采气厂工会委员会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工会委员会
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神华神东哈拉沟煤矿工会委员会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煤集团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二号煤矿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君盛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商洛供电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天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少华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地矿第三地质队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照金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模范职工之家（79个）

西安华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会小组
西安众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小包装生产车间工会小组
陕西锦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缝纫一班工会小组
西安希德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工会小组
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科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陈仓区税务局工会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工会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输送管公司工会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工会小组
咸阳日报社印务公司分会
咸阳红螺湾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核工业215医院营养餐厅工会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耀州分公司工会
铜川市新区高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市政工程班组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华阴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小组
蒲城尧柏特种水泥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会小组
渭南市黄河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班工会小组
延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会
省延安公路管理局甘泉公路管理段麻子街工会小组
榆林公路管理局靖边公路管理段东坑道班工会小组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烯烃基层分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县支行工会小组
子洲县永望农产品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留坝县税务局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勉县税务局工会
陕西绿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镇坪县供电分公司工会
陕西白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上支行工会小组
陕西荣氏食品有限公司工会
柞水县终南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宣传科工会小组
商洛市中心医院CT室工会小组
山阳县秦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工会食品业务经营中心工会小组
杨凌城乡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工会小组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钣焊中心分会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七厂分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雷达一分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陕西宇航科技工业有限公司西安
航天神舟建筑设计院分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7103厂35车间分会
西北工业大学第365研究所工会
西安欧亚学院高职学院分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延安书局工会小组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会机关一分会
国家税务总局石泉县税务局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铜川市王益区税务局黄堡分局工会小组
中国银行西安西大街支行工会
交通银行榆林榆阳支行工会小组
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钻井工程二公司车间工会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市政所分会
陕西环保集团水环境（丹凤）有限公司工会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车身厂分会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冶金装备研究所分会
省桃曲坡水库灌溉管理局枢纽分会
省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工会
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略分公司略阳管理所分会
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咸旬分公司咸阳管理所分会
铜川公路管理局宜君公路管理段哭泉养护站工会小组
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渭南西服务区工会小组
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宁陕服务区工会小组
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商界分公司金丝峡服务区工会小组
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靖分公司横山服务区分会
中建一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西安高新苏宁广场项目工会
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临潼预拌厂工会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工会
中交一公局西北工程有限公司机关工会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工会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机加车间分会
国家税务总局丹凤县税务局工会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务段西安东运用车间工会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综合车间工会
陕西华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工会
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特种装备车间工会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与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会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电焊组工会小组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西藏）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会
省水电工程物资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电建西北院水环境工程院/城建与交通工程院分会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地铁6号线支线土建二工区项目工会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辽河分公司危险品管理中心工会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油厂马家山东采油作业区工会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石泉水力发电厂电气维护班工会小组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榆横发电厂电气班工会小组
华能铜川照金煤电有限公司检修分会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朔铁路分公司三岔站区分工会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安炼油厂消防大队五中队工会小组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长气田采气厂南泥湾净化厂工会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综采队车间工会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电仪分厂工会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质检中心工会小组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务区指挥部工会小组
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眉县供电分公司工会
宝鸡西北有色七一七总队有限公司陕西华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分会
西安环球印务生产运营工会小组
陕西太华旅游索道公路有限公司票务部工会小组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陕西宁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皇冠支行工会小组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锻造车间分会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齿联一车间分会
陕西地矿物化探队有限公司综合测井公司分会
陕西地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省水工环地质调查中心地热地质调查所分会

陕西省模范职工小家（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