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甘肃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名单

（121 人）

兰州市总工会

许瑞慧（女）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管

理部部长

张 妍（女）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机关第三党

支部书记

满江红（女） 兰州市红古区交通局运输办主任、红古区

货车司机行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牛克良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炼化公司

装焊三车间手工焊二班班长

黄峰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七六五工厂党群工作部部

长、团委书记、工会委员会委员

田 颖（女） 兰州海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女

职工委员会主任

付兴钢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党群工作办公室党

群室主任、工会委员会委员

钟 蕾（女） 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动力一厂检修作业区综

合维修工、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杨苍善 国家统计局兰州调查队劳动力调查科副科长



魏宏武 兰州铭帝铝业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工

会委员会委员

达宇博 兰州市西固区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吴 晶（女） 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政

工作部干事、工会委员会委员

魏存兴 榆中县朝阳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嘉峪关市总工会

刘锦涛 嘉峪关市大唐路小学教师

王涵正（回族） 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管理

中心八级职员

李 萍（女） 嘉峪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

科副主任

岳炎宏 嘉峪关大友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办

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

杨 娟（女） 甘肃嘉恒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群

工作部综合业务主管

金昌市总工会

张盛华 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公安分局金川交警大队

综合办公室主任

马玉梅（女） 金昌市人民医院督导组组长、效能医院建

设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

张明学 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九级职员



李建文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

任、机关党支部书记、铜业公司工会副主

席、机关分会主席

白 晶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

部副主任、工会委员会委员

酒泉市总工会

卢晓萍（女） 金塔县信访局副局长 、工会主席

茹作超 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

任、工会委员会委员

陈纪梅（女） 甘肃省酒泉汽车运输总公司监事会主席、

工会主席

茹作伟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酒泉供电公司变电运

维技术管理专责、变电运维中心分会主席

张 琳 酒泉市中医院内一科主任、临床第二党支

部书记

于宝阳 酒泉市汉鑫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红英（女） 肃州区西峰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干部、工会

委员会委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九级职员

张掖市总工会

逯远香（女） 甘肃中鹏满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临泽分公

司副经理

罗 龙 高台县新宇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赵志宏 山丹县全路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通快



递）经理、工会主席

韩积松 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部

长、工会专干

牛 静（女，藏族） 肃南裕固文化长廊旅游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

武威市总工会

王斌龙 武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九级职员

施晓芬（女） 武威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女职

工委员会委员

艾鹏元 凉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四级

主任科员、机关工会主席

孟庆风（女） 北控城市服务（甘肃）有限公司古浪分公

司人工作业部经理、工会主席

何吉成 天祝县鑫煜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天祝县快递行业劳动者工会联合会主席

白银市总工会

党爱娟（女） 靖远县糜滩镇上滩小学教师、工会小组长

唐 艳（女） 甘肃金宏桥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工会

委员会委员

田丽华（女） 白银市向阳医养院宣传科主任

王剑飞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厂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 帅 甘肃祁连雪淀粉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工会专干

魏宏强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党务专员、纪



检专员、工会干事

肖银萍（女） 靖远嘉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后勤主

管、工会干事

杨建勇 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财务科科长

赵建丽（女） 甘肃新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总

监、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天水市总工会

杜 晅 中共天水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李 亮 天水市一级公路收费处办公室主任

赵志强 国家税务总局天水市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

马 强（回族）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水暖公司办公室主任、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王建军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一联合

分厂钻钳班班长、工会组长

崔旭文 清水天嘉公交旅游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

工会主席

高国栋 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考试中心工

勤人员

郗 瑞（女）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党群工作部宣传干事、

工会干事

刘三录 甘肃圆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快递员、工会

宣传员

平凉市总工会



杨海生 庄浪县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工会

委员会委员

雷小康 平凉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办公文秘、工

会干事

柳冬梅（女） 平凉市振兴小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人力

资源部经理、工会主席

何永锋 国家税务总局泾川县税务局一级主办、工

会副主席

李登攀 华亭市友安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华

亭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宋晓红（女） 崇信县芮鞠惠民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部主管、工会主席

姚亚琼（女） 灵台县惠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出纳、工会

委员会委员

赵永翔 中共平凉市委办公室人事科科长、市委机

关工会副主席

庆阳市总工会

付文才 国家税务总局庆阳市税务三级高级主办、

系统工会常务副主席

朱军峰 庆阳市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科管理员、

工会副主席

牛仲杰 庆阳陇象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工会委员会委员



姚发发 甘肃金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清武 庆阳神盾远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

工会主席

宋平英 环县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

穆 宏（回族） 庆阳市黄土缘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

任、工会委员会委员

赵会琳（女）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实验学校幼儿园园长、

工会主席

任红瑞（女） 庆阳市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公司财务资

产部会计、工会副主席

定西市总工会

刘向伟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定临高速项目部工

程部长、工会委员会委员

杨雯钰（女） 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挤压制造部综合安

全业务室主管、工会委员会委员

藏 博 临洮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主任、临

洮县临农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会经

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朱 玲（女） 陇西县妇幼保健院副主任护师、文峰镇曲

家山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王军琦 通渭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张进红 定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副主任

谢洮霞（女） 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教师

陇南市总工会

段军国 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

会副主席

何德锋 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人事专员、

工会副主席

李小军 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勾调中心主

任、工会主席、国家一级品酒师

刘烈国 西和县中宝矿业有限公司党建部部长、工

会副主席

张育虎 文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赵玥钒（女） 甘肃省陇南市陇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机关团支部书记

杨玉娟（女） 陇南市快递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市快递

行业联合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甘南州总工会

刘 平 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工会主席

马 胜（回族） 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临潭分公司仓管

员、工会主席

王浩旭（藏族） 甘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总支



专职副书记、机关工会委员会委员

魏 娜（女，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邮政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会

计、机关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朱 虹（女）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三级警长、

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临夏州总工会

祁昌俊 临夏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薛美琼（女） 和政县和政中学教师

李正刚 东乡族自治县喇嘛川木雕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副经理、工会主席

杨文宏 甘肃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刘岗虎 临夏同乐雨具有限公司厂务部经理、工会干事

童爱花 （女） 甘肃金发鸿瑞假日大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郭 妍（女） 临夏百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人事

行政经理、工会主席

张钊哲（回族） 甘肃鑫国源皮业制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工会主席

宋夏兰（女） 国网临夏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兰州新区工会

王 淼（女） 兰州新区秦川园区党群工作部科员、秦川



园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范富芳（女） 兰州新区栖霞中心社区干部、工会联合会

副主席

柴晓娟（女） 兰州新区商贸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

部副部长、工会干事、助理政工师

省直机关工会

梁启军 甘肃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基金征缴科科长

省电力工会

沈黎明 国网白银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宣传部、

工会、团委）宣传文体、生产生活专责

兰州铁路局工会

曾 志（女）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供电段

宣传助理员

省建设工会

杨锁柜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公司兰

州分公司工会纪检监督管理岗、工会委员

会委员

省交通工会

洪平海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政策法规科科长

省邮政工会

杨佐东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白银市分公司人力

资源干事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系统工会



肖远平（土族） 国家税务总局临夏回族自治州税务局税务

学会副会长、机关工会主席

中国铁塔工会甘肃委员会

冯淑慧（女）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市分公司党群

纪检专岗

长庆油田工会

胡 霄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培训中心西安油

气综合实训基地服务部主任

铁一院兰州铁道设计院工会

夏 锋 中铁一院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党群工

作部团委书记、工会委员会委员

甘肃机场集团公司工会

田润宇 甘肃省民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东航甘肃公司工会

杨丽萍（女）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办

公室综合行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民航西北空管局甘肃分局工会

杨 芳（女）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甘

肃分局党办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甘肃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魏延红（女） 甘肃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省广电网络公司工会

李亚雄 中国广电甘肃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