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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告

20222022年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推荐单位公示名单（4949个）

20222022年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推荐人选公示名单（9898人）

1. 盛实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2. 天津杰士电池有限公司
3. 天津滨海新区雪花啤酒有限公司
4. 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天津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6. 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7. 天津滨海迅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政法委员会
9.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 天津市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天津京信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12.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3. 河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14. 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
15. 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
16.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7. 天津中车唐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18. 天津华宁电子有限公司
19. 天津恒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 天津甘泉集团有限公司
21. 天津市津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2. 天津市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3. 天津市北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4. 天津市桑田梓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5. 天津市蓟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6. 天津金世神农种业有限公司
27.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宁河供电分公司
28. 天津市兆利达钢管有限公司
29.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30. 天津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1. 天津市旭辉恒远塑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32.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33.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34. 天津合创海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 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36.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37.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疆海事局
39. 天津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40. 天津华电福源热电有限公司
41.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42.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粉磨技术装备公司
43. 天津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44. 天津港轮驳有限公司
45.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天津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6.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47.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
48. 天津市市直机关幼儿园
49. 天津悦泰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1. 许 浚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药研发中心团队负责人
2. 张国海 天津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刘官庄速运营业点仓管员
3. 苟锦博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临床运营中心高级总监
4. 张 月（女）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弗分公司叉车司机
5. 王春盛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南台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6. 黄 悦（女）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
7. 何 佳（女） 天津市西海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项目前期部主管
8. 张 喆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民警
9. 张庆军 天津海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采购员
10. 王 薇（女）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11. 赵宝阳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麻花车间班组长
12. 徐加虎 中交京津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13. 王易波 （美团）大连森成物流有限公司配送员
14. 翟新辉（女）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发展项目组组长
15. 曾彭华（女）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道时代奥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16. 张 巍 天津市康事达职业培训学校讲师
17. 吴兰枝（女） 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18. 陈岩光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 张姣姣（女） 天津市圣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总监
20. 费曼利（女） 中铁隧道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1. 刘洪梅（女）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新产品开发主管
22. 王 蕊（女）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办事处铁城公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23. 李洪艳（女） 天津圣纳科技有限公司教育装备领域研发工程师
24. 殷元生 中汽（天津）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技工
25. 司海霞（女） 天津德华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6. 郑兆会（女） 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第二小学教师
27. 李永杰 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交警支队引河桥大队民警
28. 李庆来 天津北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经理
29. 刘建明 天津华能北方热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0. 张兴华 天津华旭东升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市场部业务员
31. 黄晓江 天津市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炼铁厂职工
32. 王天宇（女）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护士长
33. 赵金城 天津市天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34. 陈会英（女） 天津市静海区第六幼儿园园长
35. 蔡小虎 特变电工京津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班组长
36. 贾 朴 天津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37. 葛占国 天恒涂料有限公司工程师
38. 刘志辉 天津劝宝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生鲜采购组长
39. 王 伟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新一工厂品管部检查课B值受入监查组组长
40. 杨恩强 天津石化液化空气气体有限公司生产二厂生产主管
41. 康 军 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炼铁厂设材科科长
42. 姚春雷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所级科技带头人
43. 李红梅（女）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消防救护支队消防中队长
44. 王 福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海岸带与第四纪地质室主任
45. 宋文琦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科技处助理研究员
46. 刘长辉 天津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职工
47. 宋 凯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分公司电焊工
48. 贾国臣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49. 韩 骁 天津致新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50. 崔志刚 天津城建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51. 王玉红（女）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52. 梁 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信息化支撑中心交付管理部经理
53. 赵文磊 中建桥梁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54. 张百超 天津市公安局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保卫总队二支队二级警长
55. 赵 晨（女）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考古与文物保护部部长
56. 刘志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
57. 林大松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产地环境监测与预警创新团队科研骨干
58. 莫 慧（女）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四院院长
59. 李 鹤（女） 天津赛瑞机器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副部长
60. 高会宾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61. 王 扬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红桥区分公司咸阳北路营业所经理
62. 张志强（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一级警长
63. 郝永娟（女）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蔬菜病害研究室主任
64. 赵红艳（女）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学院分会主席
65. 周洋洋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六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一组副组长
66. 冯 彬 中色（天津）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
67. 潘文国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二公司副经理
68. 张华勤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院长
69. 董俊强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70. 张广阔 天津市联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71. 安兴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一级主任科员
72. 刘春平（女）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系教师
73. 周 薇（女）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技术管理部科长
74. 吴 犇 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科技与财务部副部长
75. 韩 冰（女） 天津市海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76. 姜俊良 国能（天津）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业务部值班主任
77. 赵纪磊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电焊工
78. 李 旭 中铁六局集团天津铁路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
79. 邱 岽 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孟加拉污水处理厂项目部项目经理
80. 王福璐（女）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
81. 齐 奔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固井分公司专业技术岗位序列技术专家
82. 焦 宇 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第五营销分公司抢修组副组长
83. 刘 波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区域指挥部四川经营部经理
84. 张宝发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武清分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85. 齐 云（女） 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科员
86. 郑晓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临港海关副科长
87. 丁 轶 天津理工大学新能源材料与低碳技术研究院院长
88. 刘 旻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
89. 张晓辰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90. 张君婷（女）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91. 杨 波 宝岛车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92. 潘 峰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93. 穆怀永 天津天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94. 周文起 天津华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95. 王建成 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
96. 李晓宇 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
97. 张 军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98. 陈文德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天津市总工会
组织开展了2022年天津市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评选工作。经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差额评审遴选、履行民主程序等环节，在严格审核把关基础上，产生了2022年天津市
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候选对象。
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2022年天津市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候选对象予以公示。如对公示候选对象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间向市总工会反映。
公示时间：2022年4月18日至22日（五个工作日） 公示电话：84236130 地址：河东区光华路4号 邮编：300170

天津市总工会
2022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