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甘肃省优秀工会工作者名单

（105 人）

兰州市总工会

辛玉梅（女） 甘肃瑞远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工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张雪梅（女）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顾彩著（女） 皋兰县总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赵志萍（女）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红梅（女） 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干事

李孝涵 甘肃兰海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唐延凯 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唐仲海 兰州市七里河区土门墩街道总工会主席

李树洪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系统工会主席

嘉峪关市总工会

单润娜（女，满族）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副主席

王兴明 嘉峪关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

陈显伟 嘉峪关市总工会宣教女工部职工

金昌市总工会

许春梅（女） 金昌市总工会组织民管部部长

王秋水 永昌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酒泉市总工会

王建强 敦煌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伍春玲（女） 酒泉永顺路桥建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唐加尔克（哈萨克族）酒泉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魏宏生 瓜州广汇能源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工会主席

邹 勇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

务干事、工会干事

张掖市总工会

傅雪玫（女） 甘肃黑河水电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机关工会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甘

州区总 工会兼职副主席

宋学福 临泽屯玉绿源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

刘 娟（女） 甘肃天宇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工会主席

钟小莉（女） 甘肃丝路盛丰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经理、工会主席

易好杰 民乐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

安玉泉（裕固族）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隆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

刘晓红（女） 张掖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一级调研员



武威市总工会

李 娜（女） 古浪县总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李文东 民勤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裴玉花（女） 国家税务总局天祝藏族自治县税务局

二级主办、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白银市总工会

魏列翠（女） 白银市白银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孟秀英（女） 甘肃城通物流危货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党办主任、工会主席

张乾栋 中创博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工会主席

米 红（女） 白银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师来芳（女） 白银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天水市总工会

张景荣 天水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周晓明 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联合会主席

陈琳琳（女） 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干部

张意欣（女） 甘肃益康家政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文自学 天水市麦积区总工会副主席、机关工会

主席、元龙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

王 晶（女） 甘谷精卫康复医院人事科科长、工会主席

赵继刚 武山县中医医院住院部第一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

平凉市总工会



王爱卿 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乔小云（女） 平凉市崆峒区快递行业协会办公室主

任、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潘军华 平凉新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崔 鹏 庄浪县农扶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养殖业公司副经理、瑞发

农业科技公司经理、工会副主席

王仲平 平凉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赵丽梅（女） 平凉市市直公安系统工会副主席、二级警长

庆阳市总工会

许晓远 庆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工会主席

杨贵权 华池县为民城乡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工会主席

高广红 环县回生果品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

记、工会主席

刘国丽（女） 合水县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副书 记、工会委员会委员

彭小霞（女） 正宁县世通汽贸有限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

程 瑜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

化分 公司工会干事、工会委员会委员

李保林 庆阳市西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定西市总工会



马鹏程 临洮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三 级调研员

田 华 陇西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马小平 渭源县宏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主席

张 魄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工会主席

王祎军 国家税务总局定西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机关委员会书记、税务系统工会主席

崔旭雄 甘肃公航旅陇漳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

司纪检委员、联合工会主席

陇南市总工会

张新宁 陇南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工会主席

刘小江 宕昌县官鹅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纪检委员、工会主席

邢彦君 陇南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

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马 源 甘肃礼县久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党支

部宣传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李淑琼（女） 陇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称管

理科科长、四级调研员，工会主席

赵 斌 陇南市总工会团支部书记、办公室一级科员

彭 敬 陇南东盛物流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工

会委员会委员

甘南州总工会



杨永仓（土族） 甘南州总工会支部委员会副书记、办公

室主任

来发春 卓尼县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

临夏州总工会

马海霞（女，东乡族）临夏州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李成章 临夏州总工会组宣部负责人

马东云（保安族） 积石山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马进明（回族） 临夏州燎原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副主席

丁 娟（女） 永靖县金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主任、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杜建军 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

胡慧文 临夏县腾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办

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兰州新区工会

王丽莉（女） 兰州新区科技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 倩（女） 兰州新区中川园区党群工作部工会干

事、中川园区工会副主席

安瑞刚 兰州新区石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专干

省直机关工会

郭家玮 省农业科学院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

任、团委书记、青工委副主任

辛 娟（女） 甘肃科技馆财务部副部长、甘肃省科学



技术协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甘肃科技馆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省教科文卫工会

汪 洋 兰州大学工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

省经贸工会

马 敏（女） 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分公司党群工作部

高级主管、工会办公室主任

省国防工会

张利星 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群团处工会干部

省电力工会

王效原 国网武威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宣传部、

工会、团委）主任、党支部书记

李海燕（女） 甘肃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党建部

（党委宣传部、工会、团委）主任、党支部

书记

兰州铁路局工会

马兰花（女，回族）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组

织部副部长

王春艳（女）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

工务段工会干事

省建设工会

寇娟娟（女）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省交通工会



郭倩如（女） 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工会副主席

省电信工会

路笃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省移动工会

乔 蠲（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甘南

分公司工会事务管理

省监狱系统工会

温小红（女） 甘肃省兰州监狱工会党支部书记、副主

席、一级警长

省农村信用联社工会

苏 强 甘肃靖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办主任

玉门油田工会

肖生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

司党委宣传部（工会、团委）副部长（副主席）

长庆油田工会

王海峰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工会副主席

中车兰州机车工会

潘新虎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电器车间工会主席

有色甘肃地勘查局工会

杨 鹰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

勘查院工会副主席

中铁二十一局工会



雒宏伟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德盛和置业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工会

胡建萍（女） 华能八〇三热电有限公司纪检审计部

主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工会

潘存斌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民主管理主管、机关工会副主席

华电甘肃公司工会

白晶晶（女，蒙古）华电甘肃能源有限公司工会专责、第四党支

部组织兼宣传委员、第四分工会主席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李 莉（女）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工会主席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孙 洁（女）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组织科副科长

中铁二十局市政工程公司工会

王海刚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星锐建

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工会办公室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