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市2016-2021年度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员汇总表

序
号

姓 名 单位

企业劳动模范拟表彰人员93名

1 麻文生 新密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玉石雕刻师

2 赵建伟 新密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工艺美术师

3 闫玉昌 新密市闫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4 崔超锋 郑州鲁班喜悦酒店有限公司厨师

5 武正伟 新密市农商银行经济师

6 李振纲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7 李沅锦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8 栗志方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经济师

9 赵志伟 郑州市烟草公司新密市分公司职工

10 贾进平 新密市保安服务公司保安员

11 周慧霞 国网新密市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七级职员

12 李文亮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职工

13 陈文霞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

14 陈延宾 郑州新华医院副主任医师

15 周俊刚 新密市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16 董炎伟 新密市城市公交公司6路公交车司机

17 王建华 新密市青屏高级中学校长

18 冯晓恒 新密市兴华公学初中部教师

19 董朝锋 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城镇设备管理中心职工

20 李石磙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设计总监

21 赵利霞 郑州恒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

22 王丽娟 河南省中强房产服务有限公司房产经纪人

23 张向阳 中原环保新密热力有限公司职工

24 张小明 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25 郭永华 新密市兴华土地测绘有限公司工程师

26 蔡君军 郑州密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27 李海钦 郑宏恒泰（新密）煤业有限公司综采队队长



28 赵鑫 郑州唐达科创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9 代小刚 郑州锦荣置业有限公司职工

30 司彦涛 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31 刘建涛 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32 张彦卿 郑州东淼纸业有限公司机械修理工

33 刘小芬 郑州市建文特材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34 刘遂超 河南省新密市华强纸业有限公司职工

35 丁世俊 郑州嘉润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总经理

36 刘亚丽 郑州市恒胜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会计

37 王建朝 河南壹品实业有限公司职工

38 丁建伟 郑州鑫源防磨耐材有限公司职工

39 张永现 新密市矿区办事处环卫工人

40 崔明奎 郑州金瑜隆隔热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41 梁新星 郑州方铭高温陶瓷新材料有限公司科研团组长

42 刘照恒 郑州振中电熔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43 吕桢浩 郑州德众刚玉有限公司加工车间职工

44 包磊 河南恒净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45 任超伟 郑州东方助剂有限公司职工

46 宋丹丹 河南鹿鼎豫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艺员

47 刘振山 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环卫工人

48 魏向阳 郑州豫元耐材有限公司职工

49 郭瑞霞 郑州东方炉衬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50 牛逍野 郑州置诚化工商贸有限公司车辆主管

51 乔红运 河南省华昌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树脂车间班长

52 徐爱芳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环卫工人

53 丁晓东 郑州利生科教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54 郑银灿 郑州兴业商砼有限公司车队司机

55 慕思源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56 苏会君 郑州科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57 张志豪 河南省冉潇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58 张占盈 新密市青屏街办事处环卫工人



59 杜萌莉 河南省昊东置业有限公司职工

60 张志国 新密中裕燃气有限公司通气维修班组长

61 贾勤长 郑州市润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62 黄俊峰 郑州东方大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车司机

63 杨硕 郑州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职工

64 贺新辉 中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新密工厂车间主任

65 刘广辉 河南凯翔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6 胡晓东 新密市东州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67 黄剑锋 河南省前卫实业有限公司冷加工车间主任

68 郭光昊 郑州东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69 郑喜旺 新密市郑喜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70 司浩杰 郑州市才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员

71 付超锋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型车间班长

72 张建长 郑州市奥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73 裴万明 河南烨达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74 胡函军 河南黄帝宫御温泉度假酒店温泉部职工

75 徐福 河南银基佳宝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动物管理部职工

76 王小红 河南丰韬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77 冯明博 郑州金威电瓷新材料有限公司职工

78 樊俊涛 郑州铸宝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79 张炎彬 郑州申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品车间主任

80 王朝峰 郑州耐都热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81 贾石磊 郑州科信炉料有限公司研发组长

82 马涛 郑州众晶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粘块车间主任

83 侯书章 郑州金龙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84 张晓飞 郑州顺通新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85 钱学涛 郑州昌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车间负责人

86 甄志强 郑州嘉祥实业有限公司质检员

87 岳建卫 河南兴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88 郑继辉 河南逸祥卫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

89 韩晨辉 郑州中本耐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检部部长



90 刘力铭 郑州豫兴热风炉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91 吴广伟 新密市神仙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职工

92 李梦伟 河南伏羲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景区职工

93 刘慧鹏 郑州伏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物管部管理员

农民劳动模范拟表彰人员26名

1 张福才 郑州洧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2 王二彬 郑州满枝生态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3 杨国军 河南田缘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 刘书菊 新密市龙珠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5 李秋霞 新密市伏羲山管委会红军农家院负责人

6 李小松 新密市袁庄乡姜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7 魏战国 新密市米村镇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8 丁进朝 新密市牛店镇宝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9 张玉霞 新密市牛店镇谭村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0 樊留会 新密市超化镇樊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1 吴青涛 新密市超化镇新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12 郭海央 新密市苟堂镇孙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3 陈显亭 新密市曲梁镇蒋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4 陈昌全 新密市白寨镇东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5 曲松占 新密市岳村镇张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6 秦  圈 新密市来集镇宋楼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17 王遂献 新密市来集镇岳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18 慕会青 新密市城关镇东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19 李卫东 新密市青屏街办事处嵩阳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20 王跟上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前士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21 魏占举 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赵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22 杨智峰 新密市城关镇南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23 王书灿 新密市伏羲山管委会沙古堆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24 刘志学 新密市苟堂镇苟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5 刘保林 新密市牛店镇张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6 徐军红 新密市刘寨镇赵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机关事业单位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员36名

1 寇海荣 新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2 张超峰 新密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3 王战伟 新密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原人力中心总支书记、主任

4 刘大军 新密市科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

5 侯志刚 新密市监察委委员

6 王永森 新密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7 张永瑞 中共新密市委办公室职员

8 尚玮玺 新密市市委组织部职员

9 马发群 新密市武装部职员

10 陈雅敏 新密市统计局职员

11 樊松芳 新密市实验小学校长

12 刘杨 新密市岳村镇职员

13 刘天喜 新密市城关镇政府职员

14 王进朝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职员

15 周冬伟 新密市超化镇政府科员

16 陈现伟 新密市林业局职员

17 王石磊 新密市公安局四级警长

18 王培育 新密市来集镇政府职员

19 张继红 新密市大隗镇政府职员

20 杨玉玲 新密市苟堂镇政府职员

21 王文俊 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科员

22 刘朝 新密市城市管理局科员

23 李娟 新密市税务局科员

24 刘兰 新密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职员

25 付向阳 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员

26 马留海 新密市刘寨镇政府科员

27 杨育红 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职员

28 于光伟 新密市水利局职员

29 赵春雷 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员

30 吕振华 新密市应急管理局职员



31 刘君玲 新密市超化镇中心学校教师

32 张佳斐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师

33 马方 新密市中医院医生

34 钱红楠 新密市妇幼保健院护士

35 冯继凯 新密市公安局科员

36 王伟峰 新密市税务局科员

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劳动模范拟表彰人员5名

1 龙东银 郑州阿童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农民工

2 钱丽霞 新密市晟博职业培训学校农民工

3 张书霞 河南瑞普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农民工

4 郑向锋 新密市长乐路彩虹涮园农民工

5 杨爱琴 河南文君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农民工

新社会阶层劳动模范拟表彰人员5名

1 孙会萍 河南开通律师事务所主任

2 高克勤 新密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3 张超然 河南颂源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4 翟绍雪 郑州中康医院执行院长

5 刘世超 河南密玉文化艺术博览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