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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工总〔2021〕13 号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表彰
2021 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的决定

（2021 年 4 月 29 日）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

形势任务、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艰苦奋战、化危为机，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

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决定性成就。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正确领

导下，全省广大职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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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认真落实“1+1+9”

工作部署，为全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

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营造劳动光荣、

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省总工会决定，授

予广州市兴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300 个单位广东省五一劳动

奖状，授予李国印等 318 名职工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希望受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

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努力创造无愧于

时代的新业绩。省总工会号召全省广大职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

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通过诚实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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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工作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贡献智慧和力

量，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附件：2021 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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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名单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300 个）

广州市兴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有好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广州从化艾米稻香小镇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永道生态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盐田区人力资源局

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珠海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广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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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诚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百威（佛山）啤酒有限公司

佛山市启聪学校

韶关凯鸿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始兴县华洲木业有限公司

翁源县坝仔胜龙名茶生产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源海事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河源市区分公司

广东省南粤交通河惠莞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

BPW（梅州）车轴有限公司

梅州生长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分公司

丰顺县培英电声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工会惠州市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尾分公司

广东娜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汕尾天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 6 —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皆利士多层线路版（中山）有限公司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坦洲快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建科江门人才岛投资有限公司

鹤山市精工制版有限公司

恩平锦兴纺织印染企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石油分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城区供电局

湛江新中美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遂溪供电局

广东粤凯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

茂名市第一中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茂南支行

高州市启亚服装有限公司

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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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肇庆市现代筑美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华扬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肇庆市端州区税务局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英德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佛冈县人民法院

连州市东篱种养实业有限公司

饶平县城市管理巡查队

潮州市三泰陶瓷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

广东腾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普宁分公司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揭西县自来水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

云浮市新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祥利集团有限公司

罗定中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海关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广东交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西部沿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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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际集装箱（广州）有限公司

中交华南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分公司

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迎宾馆有限公司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业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指挥中心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动车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汕尾城区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东区邮政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

广东省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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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垦红星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酒家集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厨政部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造船事业一部搭载涂装部搭载作业

区电焊二班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白云湖车辆段项目部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高压运行分公司阴极保护班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管理团队

广州市庆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驻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

院区）保安中队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服务团队

广州阿道夫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市场部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广连高速二经理部一分部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居研究院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白云苗圃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广州市老人院安宁疗护中心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t6 面板厂产能提升团队

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宝安大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客户服务部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冠发光试剂工艺研

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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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利亚德光电有限公司 SMT 车间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M589 线路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

深圳市中联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中心班组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金融发展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深圳医院重症医学科（术后 ICU）

珠海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空气净化技术研究所

珠海丽凡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疫苗研发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闸口海关防疫工作处置组

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

珠海创投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物业事业部客

服组

汕头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

汕头海关所属汕头港海关进口监管科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李子平创新工作室

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开发部雷达板产品研

发项目组

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新谷塑业包装有限公司组装科扶贫车间

汕头造船厂经营供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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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汕头海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炉控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澳分公司管线维护班

佛山中外运快件管理报关有限公司住商物流项目组

广东中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技自动化生产小组

广东汇泰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研发中心

广东恒基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试制车间制样组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佛肇区域北滘美的大道项目部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可水洗口罩研发及自动化口罩生产线研

发团队

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创新研发制造班组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水区新城医院建设项目

（A 标）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

广东远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装车间物料组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韶关供电局市场营销部

乐昌市中航城乡环卫有限公司陈周莲班组（应急组）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

新丰县第一中学英语教研组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制丝车间

河源市客天下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餐饮部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连平县九连山源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制茶车间

梅州广汽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悬架弹簧生产线攻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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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电长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水工水务班

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OPE&Bias 价值流 106 车间

广东金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玉水硫铜矿采掘一队

大埔县消防救援大队湖寮消防救援站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 500 千伏博罗

巡维中心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检测课 FQCA 班组

广东艾希德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质量检验组

中共龙门县委宣传部龙门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部许争光核级焊工班

汕尾市五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胶原蛋白肽车间

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

陆河县人民医院内二科

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加速器技术部

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电子工场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营销技术分部

计量自动化一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邮件监管科

广东润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润丰工作室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产品创新团队

武藏精密汽车零部件（中山）有限公司组装科 CVT 组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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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菱电电梯有限公司生产性推进部工艺科

广东名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城区作业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集团客户部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岛隧工程管理部

江门荣信电路板有限公司工艺部

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技术组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

广东伟祥卫浴实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珠海横琴对口帮扶阳江海陵试验

区工作组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阳江市分公司金融业务部

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

维达护理用品（广东）有限公司制造部造纸班组

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营部宝满 LNG 储配站

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厨房电器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湛江机场迁建工

程指挥部

广东画景饮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湛江市霞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

信宜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茂名油库运行班

茂名水东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炮制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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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电解车间

广东新顺福食品有限公司工程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网络

优化室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原料车间

清远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三大队

广东智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运维班组

广东五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化学检测室

广东明泰盛陶瓷有限公司白地车间

中电投前詹港电有限公司工程部

广东鹏运实业有限公司研发部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收入核算科

揭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中建五局揭阳华润榕江悦府一期项目经理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 IT 及业务支持中心（数字化

营销中心）

云浮市云安区烟草专卖局专卖管理办公室（稽查大队）

广东溢康通空气弹簧有限公司技术一部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和评估督导处

广东省信访局来访接待处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监管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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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联络处

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第一大队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

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一处

广东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规处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国（广东）第九批援加纳医疗队

广东省培英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科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水利工程学院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学院、亚非学院（筹）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健康与污染控制研究院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水稻育性发育科研团队

广东利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智能交通研究院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粤西分公司大槐服务区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深中通道项目 S05 合同段锚碇施工团队

广东省南粤交通粤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吴川支线管理处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管理处

佛山高明珠江货运码头有限公司商务部

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定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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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市政公路设计院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半潜船经营部

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广州审图中心

湛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流动机械维修班

汕头招商局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操作部固机班

广州华洋海事有限公司公务船管理部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处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无人机低空应急测绘保障组

广东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红棉苑物业服务中心

延长壳牌（广东）石油有限公司江门新会南环加油站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征信管理处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规划发展处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行政部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城区营业部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设备部机务分部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广州如意坊放射线系统工程（一期）

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烟草广州市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事故容错燃料研发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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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蔡庆军机场建设技术

创新工作室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风能技术中心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广州经理部“三馆合一”EPC 总承包

项目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站区管理部飞鱼管家班组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航空加油站奋进班组

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销售部

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龙川机务段龙川运用车间

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信号水电段湛江西信号车间吴

川信号工区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房建公寓段广州动车公寓车间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销售与渠道拓展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医疗

行业中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小榄支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番禺区域赋能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网络部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塔吉克斯坦金矿勘查项目部

广东省岭南综合勘察设计院广东省森林城市监测评估中心

广东省建设信息中心《广东建设年鉴》编辑部

广东省惠州监狱四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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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大队

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第三分所一大队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318 名）

李国印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站管理员

段崔春 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STB第1制造技术课技术班长

陈燕文 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公墓管理部工程组坟场工

梁法成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制造中心数控技术员

陈 航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江楚杰 广州市特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王 红(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新车准备技术

部新技术开发科科长

罗澄湘 广州金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

黄杰鹏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车体一部焊装设备 1 科设备

保全员

方 健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电力试验研究院

智能配电部经理

黄丽燕(女)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经营管理处

物流优化高级主管

冯文虎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总装部搭载课十三工段电焊三班

船舶电焊工

张光严 广州公交集团第二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维修事业部技术

工程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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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锦明 中交南沙新区明珠湾区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总工

程师

龙 芳(女)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陈玉华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助理

杨满玉(女)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京穗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天河区分公司总

经理

何洁冰(女)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赵冬冬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东莞项目项目经理

冯金勇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沙修仕倍励实验学校项目

经理部项目经理

范 谊 广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陈君辉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实训教师

吴 静(女)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教师、教研室主任

姬艳丽(女)广州血液中心临床输血研究所技术人员

赵 建 广州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刑事技术所法医检验科

副科长

李宇云 广州市城市道路路政管理所路政员

何蕴韶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郭夷锬(女)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设计总监

石文博(女)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杨 震 深圳麦克维尔空调有限公司生产一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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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强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

霍丙忠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骆丰城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党委书记、

工作站站长、居委会主任

刘志辉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

城市数据部系统岗工程师

王申宇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南山排水系统

工程 1 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江木荣 深圳市深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售后部机电主管

殷招招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精密模治具加工总处

运筹管理中心技术开发部组长

蔡成教 震雄机械（深圳）有限公司装配部技术员

郑海周 深圳市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

程箴太 深圳广业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高压电焊检修员

朱闻博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万里响(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工会办公室主任

段 海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经理

孙方平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钟国才 深圳湾实验室化学生物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课题组长

朱华伟 深圳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陈富明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裴晓阳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孙立春(女)深圳市深中南山创新学校副校长、教学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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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长兵 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石井派出所侦查办案队队长

聂国辉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程显友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党委书记、校长

姚 鹏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特种电源部主任

朱周胜 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珠海拱北分公司快递员

韦当坚 珠海度假村酒店有限公司行政总厨

江 花(女)珠海同辉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培训讲师

王金波(女)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硬件开发部工程师

赖国明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化妆品科二级主任

科员

夏瑾瑜(女)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党委委员、医疗质量总监

陈长贵 广东乡意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盛万忠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晓鸿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六工程处副经理、

总工程师

林裕新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头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配网调度班班长

秦 松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汕汕铁路站前六标项目经理

部高级工程师

陆本燕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汕头片区

技术负责人

林 吉 汕头市华润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客服部维修工

黄 微(女)广东番客连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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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司平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曾苑平(女)广东澄海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检验室技术员

李 智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务科副科长

潘泽群 汕头市中心医院医务科科长

林悦真(女)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潮菜烹饪与旅酒管理系旅酒科

教师

麦 剑 广东睿江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徐文华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管理科科长

董 忠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基础技术研究院院副总

工程师

张传荣 广东求精电气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工程师、开关车

间主任

黄春秀(女)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驾驶员

萧炜彬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市场部数据支撑

业务主管

梁思宇 广东石湾酒厂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梁捷敏(女)广东新怡内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

叶茂盛 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技改办主任

温怡彰 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韦明貌 保利（佛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部主管

胡 轶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中心常务副总

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

任泳谊 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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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焰(女)佛山市第三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李松庆 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副股长

彭海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教研组长

陈 苹(女)佛山市中医院医疗总监、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

吕兴军 广东邦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程靖财 韶关市武江区兴农畜牧有限公司运营部主管

邓寿军 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立板技师

杨定炎 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技术转移主管

钟昌勇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行车安全高操

刘 进 韶关市第一中学教师

李福运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部副部长

李达均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语文教师

吴 涛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

党委书记、厂长

甘凤梨(女)河源市东源鹰牌陶瓷有限公司后勤主管

黄 涛 广东烟草河源市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杨龙峰 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第三党支部书记、呼吸内科副主任

吴芸丽(女)和平县阳明镇丰道小学政治教师

李京和 广东家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子起 河源思比电子有限公司技术员

邹 翔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粤东分公司

副经理、河源城市经理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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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穆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理财 梅州市金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程师

李建生 梅州市戏剧研究工作室导演

吴丹玲(女)蕉岭县融媒体中心采访部主任

谢文敏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梅州蕉岭供电局配网综合班

班长

郑国华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梅州卷烟厂维修工

王 锋 梅州大北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备主管

陈金龙 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张自庚 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软件开发中心总监

覃亮亮 广东省惠州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稽查支队支队长

尹国强 博罗康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经理

龚 绪 惠州市星之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高级工程师

罗志君 惠州市供水有限公司潼湖水厂维修车间维修员

吴伟荣 惠阳志通集装箱运输实业有限公司驾驶员

肖 锋 龙门县小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技术员

黄纪新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值长

邱子龙 广东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部行政主管、工会主席

毕晓霞(女)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刘锦光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钟小思 博罗县博罗中学副校长

林 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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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彪 汕尾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叶片厂厂长

游德志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尾供电局安全监管部总经

理助理兼安全监察大队队长

杨 满 中广核陆丰核电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

卓燕禧 汕尾市汇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粤菜师傅技能工作室

负责人

王治玺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新产品开发部高级经理

李思雅(女)海丰县实验中学音乐教师

林秋燕(女)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中心小学英语教师

谢祥娃(女)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政 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胡啟晏 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设计工程师

杨军喜 日本电产三协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技术开发经理

段文立 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虎门车队 212路车长

危菊连(女)东莞市彩丽建筑维护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勘探与

检测组组长

罗桂华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主任

王晓锋 广东特发信息光缆有限公司技术检测中心主任

康 娜(女)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纪检领导小组组长

闫星辰 京瓷办公设备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副本部长、工会

主席

陈彩霞(女)广东兴华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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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更勤 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王纯坚 东莞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生产部设备经理

汪卫华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主任

李 军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教研处主任

谢浩森 东莞市东坑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事员

周伟瑜 新盛世机电制品（中山）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组长

郝建华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运营部网陆运

营调度员

梁干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数营中心副经理

马宏亮 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

研究中心总监

龙 川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机械新品部经理

肖向荣 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周小洪 中山市韵达速递有限公司东区城东分部站长

刘 欣(女)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共汽车驾驶员

龚俊强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新霞(女)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王 健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陈志标 中山市中医院康复科副主任

陈金灿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行渠道管理部

产品经理

张宏立 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技术部设计主任

欧阳凯华(女)广东高美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质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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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阳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林忠泽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

吴军贤 诺文（新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维修科副科长

张宜军 台山市冠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料检验课课长

谭嘉骅 广东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成员

洪 云(女)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麦剑平(女)江门市第一中学教导处副主任、英语科组长

彭金宝 五邑大学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专任教师

梁辉鹏 恩平市消防救援大队大槐专职队副队长

石 青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脑病科主任

吴联权 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周盛初 中交（阳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国燊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镍铁厂厂长

孟繁龙 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敖 庞 阳江市富民饲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王伟强 国家税务总局阳春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黄小兵 阳江市江城区人民医院院长

张 锦 中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仓储分公司运行三班

班长

叶伟香(女)湛江骨科医院急诊科护士

谭文祥 湛江市粤海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麻章水厂厂长

郑子斌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吴川供电局配网工程专责

许堪程 国家电投集团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运营中心值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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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宁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大道项目总经理

戴文师 广东威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主管

李大才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工程部主任

李观清(女)吴川市浅水初级中学教研组长

陈李萍(女)湛江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副主任

王慧慧(女)湛江市财政局财政信息中心主任

钟康华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骨二科主任

苏日圣 湛江市麻章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党组成员、扶贫办副

主任

颜少佳(女)茂名市愉园小学英语教师

冼乔茂 中华人民共和国茂名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

董军飞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裂

解车间班长

陈 胜 广东华田电器有限公司机修师

何 磊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茂名化州供电局生产计划部

高级工程师

张恒通 广东绿杨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黄海妹(女)茂名市海景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行政管家

程宪涛 广东皓明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主管

宋子峰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

器分公司副总经理

黄崇祥 广东同宇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部副主管

罗 伟 肇庆绿宝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AE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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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滕艳(女)唯品会（肇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OQC 扫描员

邓光峰 广东嘉利车灯有限公司技术员

韦华阳(女)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庆海关二级主办

李春生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机电组经理

庄庚发 英德市白石窑水电厂检修车间副主任

刘家强 建滔（清远）玻璃纤维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

陈尚礼 广东雅迪机车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工艺工程师

邓秋强 阳山县黎埠镇卫生院副院长

胡翠娥(女)清远市第二中学教学处主任、英语教师

胡巧玲(女)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朱文颖 广东北江开关厂有限公司技术部机械主管

章煜生 广东丹青印务有限公司质检中心主管

张泽锋 潮州市裕德堂壶艺研究所职工

林海成 饶平县宇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职工

王 庭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项目技术员

洪爱粧(女)潮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聋儿语训股股长

姚逴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广东移动

系统集成潮州公司副总经理

许小雄 广东照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陈树群 普宁华侨医院副院长

李洁龙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揭阳揭东供电局开发区供电所

所长

张京城 揭西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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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来分公司政企客

户中心主任

沈荣辉 揭阳市合升机械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松青 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石化原油码头水

工工程项目经理部党总支书记

郭志权 广东省郁南县西江玻璃灯具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

卢以明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铸造焊接车间木模班班长

黄志荣 广东凌丰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设计师

蓝誉鑫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罗定供电局生产计划部

综合三班副班长

殷 健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莫必华 云浮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赖小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云浮海关腰古监管科副科长

韩富庆 广东云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晓平 广东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科工处处长

蔡汉悦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危化监管处副处长

吴 科(女)广东省财政厅行政处处长

刘伟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三级主任科员

王春辉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可靠性与环境工程

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熊 健 广东歌舞剧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张 钰(女)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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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谨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李芳柏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所长

谢 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养殖与营养研

究室主任

周 斌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处一级主任

科员

龚麒天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三级高级法官

邢 锐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戴淑华(女)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广东江南医院）内科主任

陈多宏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科副科长

李景平(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黄玉良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罗丽萍(女)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教师

陈 巍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处副处长

邹德军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马倩美(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留学生辅导员

吴 波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院长

孙树梅(女)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董文杰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

林天歆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

张永亮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

李丽娟 广东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钟汉宏 广东威盛交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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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朝晖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三部总工程师

付 广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景 强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林武硕 广东珠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散货部经理

贺 明 广州中远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卢志强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远洋业务部灵便型船

大西洋租船室资深主管

查恩尧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黄 波 广东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修船事业部修船总管

廖让添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广州基地高级潜水员

吕玉晓(女)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海事测绘中心

数据信息中心副主任

陈 志 广东省粤科母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俊东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佛山石油分公司

顺德经管部经理

朱有宏 中外运-敦豪广东分公司作业组长

黄邦郁 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玉梅(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运营管理部

经理

罗明华(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尾分行个人金融业务

部经理

陈明凤(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住房金融业

务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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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韵锞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业务一部客户

经理

李妙年(女)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台山长山加油站经理

王建平 中铁六局集团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缪新平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调试大队队长

周康生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副总经理

刘少奎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尚智科技

园项目总指挥

李志刚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赵守宪 中铁建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珠三角城际广佛环线2标

项目经理

柳印生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广佛分公司

党总支书记、经理

胡 鹏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深圳技术大学项目

经理

邱 辉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炼油四部催化

汽油吸附脱硫装置班长

刘海文 广东机场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行维护中心运维

工程师

魏晓彬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经理

田 静(女)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部乘务七部三分部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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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航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训练管理部

副经理

吴 真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航站管理专员

刘华明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机务部运用科高级

工程师

衡 杰 广州铁道车辆有限公司机电装备分公司经理

丁 非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车站客运二车间客运

值班员

邝应宏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车务段平湖南站现车员

邢荣彬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综合维护优化

中心副总经理

李玮琪(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政企客户中心交通

行业室行业客户经理

丛中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南区区域

分公司长安网格长

何跃林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分公司

副总经理

周剑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林震宇 广东省地质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宏卫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基础地质调查室主任

陈晓军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优水果公司副经理

王 栋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五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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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什桂(女)碧桂园集团东莞天麓山小区物业经理

梁 波 广东省番禺监狱医院监区门诊部副主任

李 志(女)广东省女子监狱一监区副分监区长

罗素玲(女)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医院副院长、三级警长

郑 杰 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社会事务和保障

处副处长

省安全厅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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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4月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