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名

单 

 

一、全国劳动模范推荐人选 

潘从明，男，汉族，1970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贵金属冶炼分厂提纯班班

长，高级技师。该同志工作 24 年来，从贵金属生产一线职

工成长为一名高技能国家级工匠，他发明的“颜色判断法”

仅凭溶液颜色就能准确判断 99.99%产品纯度，能从铜镍冶

炼“废渣”中同时提取 8 种以上稀贵金属，先后成功培养了

165 名贵金属冶炼人才，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近 12 亿元。曾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发明之星和“大国工匠”等荣誉。 

孙青先，男，汉族，1966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石油

化工厂乙烯联合车间操作工，高级技师。该同志长期坚守在

乙烯装置生产一线，通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生产技术，总

结摸索出一整套炉温控制方法，实现了裂解反应温度的精确

控制，先后解决了乙烯行业关键操作技术难题 20 多项，累

计创造经济效益 8000 万元以上。入选中央企业“百名杰出

工匠”支持培养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全

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陇原



工匠”等荣誉。 

张平香，女，汉族，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

专学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自动化部自

动化站主任，工程师，高级工。该同志工作 28 年来，一直

以进取的创新精神和过硬的技术本领，带领劳模创新工作室

团队，先后组织完成设备改造项目 25 项，技术革新 81 项，

修旧利废 130 余项，累计节约资金近千万元。获得国家专利

3 项，全国职工技术创新三等奖 1 项，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论文 10 篇。她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得“甘肃省工人先锋号”、

全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李斌式班组”等荣誉。她本人曾获

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兰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王小康，男，汉族，1982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党支部

书记、作业长，工程师。该同志扎根于铝电解生产管理一线，

善于钻研，积极参与公司各项技术攻关项目，建立了一整套

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的内部生产指标管理体系，填补了

国内大型铝电解槽技术标准的空白。他带领劳模创新工作室

团队围绕电解铝生产管理实际，开展各类技术创新项目 12

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2000 余万元。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

范、嘉峪关市劳动模范、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刘锦帆，女，汉族，1983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中材科技（酒泉）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工艺装备部工

程师。该同志从操作工逐步成长为技术员、质量主管、开发



改进工程师，她带领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攻克生产中遇到的

各种疑难问题，总结出了风电叶片表面防护方法、风电叶片

第二粘接角固定方法、风电叶片腹板匹配性测试方法等操作

法专利，获得了风电叶片前缘粘接角模具定位工装、风电叶

片外补强固化保温装置、风电叶片叶根撑子工装、风电叶片

真空密封胶带铺放工装等多项实用型专利。曾获得甘肃省劳

动模范等荣誉。 

张自飞，男，汉族，1975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天水华天电子集团七四九电子有限公司电源分厂主

任，助理工程师，高级工。该同志长期从事功率电子变换技

术、电子电源变换器的研制工作，他主导研制的变换器被应

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高度控制装置和“嫦娥卫星”着陆

器关机敏感器，助力“神舟”八、九、十、十一号载人飞船

成功返回和“嫦娥”三号、四号探测器实现月球表面软着陆，

为航天着陆系统控制装置组件国产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甘肃省改革

开放 40 年 40 人”等荣誉。 

杨建军，男，回族，1970 年 10 月出生，群众，中专学

历，甘肃红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疏水阀厂 404 车间数控一班

班长，高级技师。该同志带领工友开展技术研究和攻关，破

解加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和瓶颈问题，先后完成企业技术创

新项目 16 项，累计为企业节约生产费用 220 多万元。他设

计加工的《ESH8 阀体》《ESH5 阀体》模具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 100 多万元。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将其所学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学徒们，做好“传、帮、带”，带领劳模创新工作

室成员共同完成 3 项技术攻关项目。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 

巩怀华，男，汉族，1974 年 10 月出生，群众，大专学

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运行一部

运行丁班班长，高级工。该同志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多次

发现装置异常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了多起装置非计划

停工与安全生产事故。多次进行工艺革新，为公司创效约 583

万元，开展 QC 攻关活动，共取得 11 项研究成果，解决了

烟气脱硫洗涤塔补水不足等问题，使航煤收率由 91％提高至

95％。撰写的《提高碱液再生系统待生碱液处理量》获甘肃

省 QC 成果一等奖，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王兴平，男，汉族，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甘肃省临洮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解二车间主任，中

级工。该同志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指导电解生产的“观、摸”

法，通过组织实施“小盒卡具”等小改革项目，实现了危险

固体废物就地处置和全部资源化利用。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被

命名为全国和甘肃省“工人先锋号”。曾获得甘肃省技术标

兵、定西市劳动模范、甘肃省冶金机械行业“金牌工人”、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范等荣誉。 

马宏胜，男，回族，1968 年 12 月出生，群众，大学学

历，临夏州华安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品质部部长，食品工



程高级工程师。该同志长期坚持严把质量关，把质量标准化

管理放在首位，积极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先后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 认证，OU 认证、

HALAL 认证、FDA 认证，ISO14000 认证，ISO18000 认证，

为生产合格的产品打下坚定的基础，由他主持研制的牛乳酪

蛋白系列产品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提高了川藏青

甘牧区的牦牛乳湿奶酪的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

产品质量，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有效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

牧业的发展，对整个川藏青甘牧区产生深远的社会效益。曾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何琪功，男，汉族，1964 年 12 月出生，无党派人士，

大学学历，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工程

师，正高级工程师。该同志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2019 年，主持技术

创新项目立项 21 项，全年科技成果转化订单额累计完成 1.5

亿元，营业收入完成 8966 万元，申报国家部委科技项目 3

项，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近 5000 万元。主持发表论文 314

篇，申报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327 件，授权 215 件。曾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 

李文强，男，汉族，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维修中心机械运行

班焊工，高级技师。该同志掌握了我国 XXX 生产核心设备焊

接工艺，焊接的不等径厚壁异种钢三通焊接焊缝，射线探伤



100%为一级片。先后取得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甘肃省焊

工选拔赛第一名、“金砖五国”国际焊接技能大赛个人单项

三等奖、中国技能大赛核工业系统焊接项目竞赛第一名的好

成绩。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 

范冬云，女，汉族，1973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兰州三毛实业有限公司纺纱厂细纱挡车工，高级工。

该同志 20 多年致力于纺织业，注意分析总结不同产品、不

同机台的特点，不断总结、创新操作法，从提管、找头、掏

头、挂钢丝钩到破捻、打吸毛管、最后接头，动作连贯，速

度首屈一指，接头质量甲级率达到 90%以上。曾获得甘肃省

劳动模范、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甘肃省技术标兵等荣誉。 

郑 伟，男，汉族，1973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

学历，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三级职员、管理

一支部书记，正高级工程师。该同志长期从事系统稳定、继

电保护、网源协调、降损节能工作，先后牵头或参与 750 千

伏西北-新疆联网输变电工程“一通道”“二通道”“三通道”，

首座 750 千伏可控高抗，省内首座特高压直流换流站调试等

工作；参与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研究 5 项，编制国家、行业、

国网技术标准 6 项，获得专利授权 10 项。曾获得甘肃省劳

动模范等荣誉，享受甘肃省高层次人才津贴。 

赵 丕，男，汉族，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

大学学历，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机务段动车



组司机，高级技师。该同志坚守岗位，先后驾驶过内燃机型

4 种、电力机型 8 种、动车组列车 15 种，普速铁路安全走

行 40 多万公里、高速铁路安全走行 80 多万公里；刻苦钻研，

编写了《CRH2 型动车组固化作业流程》《CRH5 型动车组

固化作业流程》等作业手册，曾获得全国铁路劳动模范、甘

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甘肃省技术标兵、甘肃省技术能手等荣

誉。 

王芙蓉，女，汉族，1979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网络监控维护中

心基础设施维护部主任，通信电源工程师，高级工。该同志

20 年以来，从事电源设备维护管理和用电能耗控制节约工

作，平均每年带领实施 80 多项维修项目，相继完成二枢纽

46 个大型电源整治工程项目，夜间割接 150 多次，扩供电

容量 4000KVA，增加空调 81 台，增加制冷量 4600KW，

所负责的二枢纽节能降耗 PUE 指标在全国同类枢纽楼中名

列前茅。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文 盛，男，汉族，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

化工总厂焦化车间班长，技师。该同志勤奋务实，带领班组

成功处置装置安全应急 10 余次，巡检发现装置各类隐患 200

多项，参与车间各类技术改造 30 余项，提出装置优化运行

合理化建议 40 余条，累积为企业节能创效超过 1000 万元；

2019 年牵头成立了焦化车间第一支“劳模专家攻关队”，



参与实施车间 VOC 治理及蒸汽雾化污油改造项目，消除了

安全隐患。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吴春生，男，汉族，1986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

采油厂采油工艺研究所副所长，油田开发工程师。该同志自

参加工作以来，长期奋战在油田开发生产一线，在“建设西

部大庆”及“加快二次发展”时代大潮中，真抓实干、勇挑

重担，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近年来，主要开展或参与

了精细分层注水技术攻关、聚合物微球驱集中注入及微生物

活化水驱试验、数字式分注示范区建设、元 284 改变注水开

发方式等重点技术研究 30 余项，丰富完善了长庆油田稳产

技术体系，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曾获得甘肃

省劳动模范、长庆油田公司优秀科技（管理）工作者、长庆

油田公司第十届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尹建敏，女，满族，1960 年 8 月出生，群众，大学学

历，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同志成

立公司，大力发展肉羊产业，向 5000 余户建档立卡户投放

种羊 2 万余只，带动当地规模化养殖。成立黑木耳种植产

业园，吸纳解决 200 多名东乡族妇女就业，带动当地 400

户农户从事食用菌生产，带动 1000 多户贫困农民稳定脱

贫，为石川镇 5 个村分红 45 万元。成立了鑫源志愿者服务

队，累计公益捐助 1880 余万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先后

捐助资金 90 余万元，义务出动宣传车和消毒车 2000 余台



次，捐助物资价值 50 余万元。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陈耀祥，男，汉族，1970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同志带领

企业依托肉羊产业和中药产业，通过产业扶贫、技术扶贫、

消费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助力甘肃省内脱贫攻坚。2016

年，发起民勤公益治沙项目，目前共计筹集专项资金 56 万

元，已经成功压沙 560 亩；2013 年向甘肃岷县地震灾区捐

助价值 180 多万的医疗药品。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创业致富榜样、科技部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系甘肃省第

十一届人大代表。 

唐顺初，男，汉族，1968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甘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该同志带领团队自主完成高含水、高透氧、硅水凝胶等新产

品的研发，主导的“隐形眼镜生产工艺的集成创新技术”荣

获甘肃省“新产品、新技术”奖，已成功申请专利 88 件，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86 件，发明专利 2 件，成功申请注册商

标 214 件，其中“康视达”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打破了隐形眼镜生产技术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曾获得甘肃省

劳动模范等荣誉。 

李 玲，女，汉族，1964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

学历，甘肃新乐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该同志创办了张掖市第一家超市，现拥有 15 家分公司、54



家连锁超市、2 个专业市场，从业人员 3000 多人，年营业

收入 6 亿元，上缴税费 1000 多万元。她将奉献社会的理念

贯穿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先后为地震灾区、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下岗职工、贫困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捐款捐物

210 多万元。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巾帼建功先进个

人等荣誉。 

李守茂，男，汉族，1959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党委委员，野麻村党支部书记。

该同志自任职以来，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先后争取资金

1310 万元，修通了所有的通村公路，并对公路及村内巷道

进行硬化；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由他担保为农户发放各

类贷款，先后发展规模养殖、特色农业种植等乡村致富带头

人 100 多户。全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2000 万元，他个

人无偿出资 300 万元，先后为区慈善协会、贫困户、白血病

患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288 万元。曾获得甘肃省

劳动模范等荣誉。 

梁倩娟，女，汉族，1986 年 7 月出生，群众，初中文

化，陇南市徽县水阳镇石滩村妇联主席。该同志当选石滩村

妇联主席以来，带头流转村上的几十亩土地，努力发展农村

电商，鼓励村上妇女网上创业，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她

每年组织妇女“两癌”普查，自己出资包车接送大家去卫生

院检查。疫情防控期间，她出资为镇上 10 多个村点捐赠了

消毒物资和食品，为村口值班点捐赠口罩。曾获得全国优秀



农民工、全国三八红旗手、甘肃省五一巾帼奖、陇南市道德

模范等荣誉，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常继锋，男，汉族，196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

中文化，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该同志公司每

年带动包装、运输等行业实现劳动力转移 1600 人，创收

1792 万元，带动果农仓储约 4 万吨，涉及果农 1 万余户。

成立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助农增收脱贫，建成果品基地 3.2 万

亩，辐射果农 4000 多户。累计出口果品 12 万吨，创汇 8300

万美元，实现了静宁苹果出口创汇零的突破。曾获得甘肃省

劳动模范、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赵清龙，男，汉族，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方山邮政所

投递员。该同志服务全乡 10 个行政村 76 个自然村，服务面

积 189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1.4 万人。参加工作 23 年来，

累计总行程 30 多万公里，投递报刊、邮件 500 余万件，投

递准确率 100%。他加入了庆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先后为

600 多户贫困家庭送衣物 5000 多件，为 500 多名贫困家庭

学生送书包等学习用具 2000 余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事迹突出，累计为 1200 多户群众义务代购蔬菜、生

活用品，并交纳特殊党费 5000 元。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吾尔白，女，藏族，1980 年 6 月出生，群众，小学文

化，甘肃省玛曲县市政监察大队环卫工。该同志常年在海拔



3500 米的玛曲草原上，从事辖区内的卫生清扫、保洁工作，

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累积超时工作 3600 多小时。她

负责的路段泥沙较多，每天清扫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16 年

共清扫 8 千多万平方米。历届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期间，她

都带领班组工人加班加点，向一个个脏乱差死角发起攻坚

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对各个疫情防控点和往来

车辆进行消毒，为防疫作了大量基础工作。曾获得甘肃省劳

动模范等荣誉。 

谢昌盛，男，汉族，1975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抹灰作业队队长，

高级工。该同志吃苦耐劳、本领过硬、敢于担当，先后参与

了兰州高新区总部经济 2 号园区、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迁建

住宅楼、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等百余项重点建设项

目。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西南西北八省（区）建筑青年

第十六届“贡献杯”联赛“优秀青年突击队”称号、甘肃省

青年岗位能手、甘肃省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甘肃建投金牌工

匠等荣誉。 

胡中山，男，汉族，1962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

中文化，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党委书

记。该同志带领乡亲易地搬迁，动员群众建设日光温室蔬菜

大棚 37 亩，引进建设皇花种羊场、绿鑫蔬菜专业合作社等

龙头企业，发动群众发展规模养殖。发展养殖暖棚 2720 座、

日光温室 176 亩、经济林 600 亩，带动 90%以上的村民脱



贫致富。大力推行“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扶贫模式，入

股农户已经扩大到 933 户，分红总金额达到 279.9 万元。曾

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甘肃省劳

动模范等荣誉。 

郭万刚，男，汉族，1952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初

中文化，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该同志四十年如一日挺进

腾格里沙漠南缘腹地治沙，探索出了“以农促林、以副养林、

以林治沙、多业并举”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植被覆盖率

由治理前的不足 3%提高到 70%以上，形成了一条南北长 10

公里、东西宽 8 公里的防风固沙带，周边 10 万亩农田得到

了保护，使林场固定资产增加到 2000 多万元，职工年收入

增加到 5 万多元。曾获得全国绿化奖章、全国优秀护林员、

甘肃省农村优秀人才等荣誉。 

张 祯，男，汉族，1961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

文化，永昌县泽民农产品收购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该

同志退役返乡后积极创业，自主设计农牧机械，带动周边数

万亩土地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同时建立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积极发展高原夏菜产业，培育肉羊繁育基地，创办农

民创业园，致力于精准扶贫和社会公益，每年为当地农民增

加上千万元的经济收益。曾获得全国优秀复退军人、全国模

范退役军人、甘肃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廖永强，男，汉族，197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

中文化，甘肃华实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农民技师。



该同志长期从事樱桃种植技术改良和推广工作，不断引进国

内外优良品种，大幅度提升大樱桃的种植管理水平，使樱桃

的品质及产量逐年提高。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组织“大

樱桃协会”的技术骨干成员参加产业技术扶贫，先后举办大

樱桃种植技术培训班 36 期，培训当地樱桃种植农民 1100

多人次。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 

二、全国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 

刘 庆，男，汉族，1964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

学历，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副局长。该同志在 35 年的从

警生涯中始终牢记“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神圣使命，从调查走访到蹲守抓捕、审讯深挖到移送起诉，

都亲力亲为、身先士卒。多年来侦破刑事案件 512 起，其中

侦破命案 107 起，多发性侵财案件 487 起，打掉犯罪团伙

50 多个，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 316 人，所接报命案现案全

部侦破。先后荣立嘉奖二次、三等功六次、二等功一次、一

等功一次，曾获得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李 明，男，汉族，198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

生学历，甘肃省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四级调研员。该同

志曾主办兰州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万某、嘉峪关市政协原副

主席魏某某严重违纪违法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自 2016 年

11 月起，他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点名抽调参与陕西省等相关

案件的查办工作，累计谈话 300 余场，制作笔录 200 余份，



调取书证、物证 300 余份，每年接近十个月在办案点度过。

曾获得“甘肃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 

班玛南加，男，藏族，197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该同

志先后参与处置“4·14”青海玉树地震、“3·02”迭部特大

森林火灾等各类灭火抢险救援达 2000 多次，以实干、勤勉、

奉献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消防人对党和人民的

无限忠诚。曾获得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改革开放 40 年感动甘肃人物、甘肃省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

民警察等荣誉。 

张志明，男，汉族，1964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该同

志擅长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治急危重症、疑难杂症，坚

持每周门诊，日门诊量不下 200 人次，年门诊量 40000 人

次以上，在甘肃省“12320 网络挂号系统”紧缺程度排名稳

居前三，连续五年被评为“医院门诊接诊患者最多的医生”。

2003 年承担了隔离病房非典患者的治疗任务，利用中西医

结合诊治手段，治愈二十多位隔离患者，被评为“甘肃省抗

击非典先进个人”。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受命投入抢

救，发挥中医技术优势，得到满意的治疗效果。2020 年组

织省内中医药专家制定了《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医药防治方案》，根据甘肃地域特点及工作实际，从预防

和治疗两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指导措施。曾获得甘肃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三等奖、甘肃省优秀专家等荣誉。 

康 丽，女，汉族，1972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酒泉市公安局肃州分局东城关派出所三级警长。该

同志从警 24 年来，走访群众、巡逻防范、登门服务、真情

化解，总结出“电话入户、错时入户、帮助入户”加强实有

人口管理的“方法”，实现了常住人口底数清、情况明；实

践出“以房管人、以物管人、以业管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达到了“动知去向、来知轨迹”的管理目标。荣立个人三等

功一次，曾获得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甘肃省优秀社区民警、

甘肃省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等荣誉。 

剡红红，女，汉族，1970 年 7 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

大学学历，国家税务总局天水市秦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局长。该同志从税 28 年，在多个岗位经受历练。特别是在

患重病接受手术化疗后，仍以超乎常人的坚韧意志顽强战斗

在一线，带领分局人员率先推行“一窗通办”新机制，完成

首批“优秀办税服务厅”创建工作，负责推行“一人一机双

系统”新模式，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不来即享”等服

务新举措。曾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甘肃省先进工作

者、全省办税服务明星等荣誉。 

脱小平，男，汉族，1962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省庆阳第一中学数学教师，中学高级教师。该

同志 35 年来从事高中一线教育教学工作，担任班主任近 30

年，专业功底扎实，态度严谨，潜心教研，教法得当，深受



学生喜爱。2003 年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

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深化研究与推广实验”研究，

2005 年与课题组成员合作编著的《〈论语〉创新理解 100

句》一书获该项研究的百项优秀成果奖。曾获得甘肃省先进

工作者、甘肃省中小学骨干教师、甘肃省学科带头人等荣誉。 

张国宏，男，汉族，1963 年 6 月出生，无党派人士，

大学学历，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该同志选育出了优良冬小麦新品种系列，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及实用新型专利 4 项，累计推广面积达 4000 多万亩，增产

小麦 5.2 亿公斤，农民增收 10.2 亿元，为甘肃省小麦生产、

条锈病控制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得甘肃省先进

工作者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 斌，男，汉族，1965 年 6 月出生，无党派人士，研

究生学历，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该同志扎根

西部，攻坚克难，先后主持 973 计划项目、国防特区创新项

目等重点项目，发表论文 330 余篇，获得“教育部高校技术

发明一等奖”，完成核心技术产品转化，产生经济效益约 20

亿元。带领学院先后获批教育部工程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甘肃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使 ACM、IET、

CCF 等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分支机构落户兰州。曾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侨界贡献奖、兰州大学“师德标兵”

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莫尊理，男，汉族，1963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同志长期从事碳/碳复合材料和有机/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

研究工作，参与国家 973 重点攻关项目 1 项，主持或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项，先后主持省部级项目20余项。

率先开展手性石墨烯的研究，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7 项，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授权国家专利 60 余项。在甘肃省

首开《创新创业讲坛》课程，进行新型开放式教学。开课至

今，已经连续讲授 100 余期，200 多位企业家、100 多位专

家学者和学生分享了创新创业经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

响。曾获得甘肃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 

胡小春，男，汉族，1980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二

分队分队长兼技术负责，地矿工程师。该同志主持负责的甘

肃省肃南县卡瓦铁矿普查等项目，累计提交铁矿石资源量总

计 2.7 亿吨，主持实施的“甘肃省肃北县敖包山晶质石墨矿

普查”“甘肃省肃北县大敖包沟晶质石墨矿普查”“甘肃省

肃北县大案盆沟晶质石墨矿普查”项目，实现了在新领域、

新矿种的地质找矿突破。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甘肃省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赵贵宾，男，汉族，1963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农业推广研究员。



该同志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36 年，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

术 6742 万亩，新增粮食产量 705 万吨，受益农户 178.4 万

户；创建高产高效万亩示范片 1192 个，面积 1300 万亩，

受益农户 280 多万户。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 5 项，撰写发布

地方技术标准 5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发明专利 1 项。

曾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甘肃省优秀专家、全国农

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于德山，男，汉族，1964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试验室主任，主

任检验技师。该同志作为疾控系统病原微生物检验带头人，

建立了甘肃省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23 年来参加各类传

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置 60 余起，主持参加

科研课题 10 余项，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一等奖 1 项。在此

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癌症术后的他仍带领团队连续十几

日奋战一线，每天工作至少 16 小时。曾获得甘肃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系甘肃省领

军人才。 

蔡 辉，男，汉族，1976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

生学历，甘肃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该

同志长期从事外科临床、医学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临危受命，担任第一批甘肃援助湖北医

疗队队长，带领 137 名医疗队员奔赴武汉防疫前线，进驻武

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16、19 发热病区，协助管理武汉协



和医院西院区 9、13 重症病区以及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感控管

理工作，制定“一人一方案”治疗办法，并将我省经验方配

置成免煎颗粒剂型，取得明显疗效。医疗队累计救治管理患

者 278 人，其中重症患者 132 人，危重症患者 24 人。曾获

得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 

何晓春，女，汉族，1960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该同志

长期在临床一线工作，年诊治门诊患者 1 万余人，擅长产科

急危重症、并发症合并症的诊疗，主持并指导全省孕产死亡、

危重症评审工作，承担基层医院授课、临床指导、疑难重症

会诊等工作。因医术高超，业绩显著。曾获得甘肃省先进工

作者、全省优秀医务工作者、甘肃卫生系统巾帼建功先进个

人、2018 年度全国好医生奖、第二届甘肃省医师奖等荣誉。 

郑访江，男，汉族，1982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甘肃省中医院团委书记，主管医师，定西市通渭

县第三铺乡侯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该同志

驻村期间全村贫困人口从 38 户 200 人下降到 4 户 19 人，

侯坡村于 2019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动员各方力量对 40 多

名大学生给予累计 13.8 万元的资助，他本人捐助 1.2 万元。

协调 23 名患者到省中医院诊治疾病，协调 6 批次 30 多名省

中医院专家开展义务诊疗，为群众免去医疗费用 8 万多元，

义诊送药价值 6 万多元；协调省中医院为 200 多名驻村帮扶

干部进行免费体检，节约费用 16 万余元。建成侯坡村百亩



中草药（红花）种植基地，每年为贫困户增加务工收入 6 万

多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 万余元。曾获得 2018 年度全国

脱贫攻坚奖贡献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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