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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拟推荐对象

徐川子 国网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供电有限公司

调控（供服）分中心副主任

蒋建蓉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

财务管理处（装备和采购处）处长

周爱芬 杭州市竞舟小学、杭州市周浦小学校长

张文其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永特信息公司车间负责人

周 杰 浙江云森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全国工人先锋号拟推荐对象

杭州外事旅游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小车班组

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公司中艺国博屋顶花

园专业班组

国网浙江淳安县供电有限公司调控运行班

杭州万事利丝绸科技有限公司新型数码印花车间

浙江省模范集体拟推荐对象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大厦有限公司

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杭州市水文水资源监测总站

杭州市南郊监狱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省府路派出所

杭州市萧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冠华王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严州府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市农村水利管理总站

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劳动模范拟推荐对象

雷建土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交联主管

王红彦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朝阳公司结构设计人员

何 晖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贾文花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五汽车分公司驾驶员

竺恩惠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杭天管网输配分公司工程管理科管理人员

邱承浚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技术管理人员

王水根 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现场工艺科科长

王荣栋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铣工

郭 华 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技术员

陈 发 杭州简悦服饰有限公司首席制版师

葛晓刚 浙江杭州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

竺小烘 浙江米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电维修组长

赵勇祥 浙江中天智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胡爱军 浙江美浓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刘克敏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焊接培训师

罗观华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镗床工

邱长法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维保组长

袁健华 杭州方圆塑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组组长

张玉红 浙江春江轻纺集团基层管理员

杨 军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维修电工

陶菊明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郑玉英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

叶志清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捕捞一队队长、党支部书记

王国平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

张剑锋 杭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专员

金美英 杭州五洋宾馆有限公司质检培训主管

谢传雪 杭州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仓储部副经理

朱权华 杭州市港航管理局工程管理人员

毛巍鑫 杭州交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航务分公司经理

陈 捷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点负责人

张国军 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放射卫生监督科科长

金 涛 杭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网警

何 军 浙江省公羊会公益救援促进会创始人

王天喜 杭州市拱墅区城市管理应急抢险中心

副主任

何 芳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防保健科科长

方文英 杭州市余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粮油站站长

曾富贵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线总经理

唐卫芳 淳安县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城中站站长

孔建平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科主任

黄卫成 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技工

孙国灿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新湾街道

创建村党总支书记

高丽娟 杭州市萧山区第九高级中学副校长

陈慧群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挡车工

姚建红 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工会主席

沈国正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园艺所所长

许美群 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玉皇山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

高艳芳 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刘志华 杭州市大关小学校长

金明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科室主任

孙晓安 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院长

唐 伟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研究院副院长

吕桐军 浙江省桐庐县实验小学校长

金茶娟 杭州市下沙第一小学教师

唐卫东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王海佩 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叶淦平 杭州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傅利泉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能斌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高德康 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赖国贵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伟群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园长

沈新华 杭州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委书记、董事长

裘雄伟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进化派出所所长

楼法庆 杭州农法生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顾志山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丰北村党委书记

杜文高 杭州径山妙高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梅芳 临安元生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潘陆根 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生态农庄法定代表人

王良忠 桐庐县旧县街道西武山村党支部书记

郑有根 淳安县临岐镇临岐村农民

欧阳立明 建德市天羽茶业有限公司经理

杨雄民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透平研究院汽轮机研究所所长

李 宁 国网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供电有限公司

营销部副主任

赵有为 阿尔法电梯（杭州）有限公司计量检测工

郭丽华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

工会主席、学生处副主任

姜贤飞 淳安县汾口镇龙源村村书记

杭州市模范集体拟推荐对象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事业部全球特大型

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服务组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庆余堂连锁店

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工程部工艺工程

师团队

浙江轻机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营运部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下沙炼胶分厂生产B区C班

德力西（杭州）变频器有限公司技术部

杭州粮油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西湖

女子巡逻队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电梯检验所

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二室

杭州市水上公共观光巴士有限公司公交船队

杭州市公用事业监管中心

杭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办公室前期推进处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号线市民中心站

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杭构集团·建工建材公司装配式构件生产车间

（项目组）

杭州路桥集团沥青路面施工班组

杭州技师学院

杭州市交通运输应急抢险与保障中心机械作业队

杭州杭千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杭富管理处杭

富施救队

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包车（租赁）服务中心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文创金融事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管理团队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大众客户中心

杭州市红会医院结核重症监护室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烹饪部

杭州市城西中学七色阳光心理辅导中心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澳医保灵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

杭州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办公室营销科

杭州市气象信息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部

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

市委、市政府值班室

杭州市对口帮扶恩施州联络处

杭州市帮扶黔东南州工作队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杭州市上城区清波环卫所西湖大道清扫班组

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物流中心

杭州通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嘉里置业（杭州）有限公司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

保安部

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街道公共职业介绍所

杭州海陆重工有限公司技术部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情指联勤中心

浙江同富特美刻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特美晓

风茶书馆

浙江森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墅区市政园林管理所110为民服务队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上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口腔科

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

养生堂有限公司

江南布衣服饰有限公司信息中心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杭州市骆家庄经济股份经济合作社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电力电子技术

研究院

杭州兴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江区文化中心物业

服务中心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南幕墙加工生产基

地车间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事服务中心

杭州湾信息港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初级中学科学教研组

杭州萧山颐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托老部

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机

场公路主线收费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政企

客户部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维修工程部飞虎队班组

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技术部

中建八局杭州奥体中心亚运三馆项目部

浙江环兴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研发组

荣翔化纤有限公司假捻一部新品研发小组

杭州正强万向节有限公司十字轴磨加工车间

杭州萧山江乐蔬菜酱品有限公司农业车间

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楼家塔村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闻兴村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塘栖村

杭州市余杭区农(渔)业行政执法大队

浙江博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博多研发中心

浙江新图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

杭州华惠阀门有限公司阀门车间大件班组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装配车间

杭州余杭区交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管理科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

杭州利富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浙江共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套车间

杭州米格电机有限公司金工班组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部

浙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方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春江环保科技研究院研发部

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创新药制剂研究室

浙江东南汽运股份有限公司校车车队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钻铣磨组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城西派出所

杭州市富阳区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检测服务小组

杭州市富阳区常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

杭州市富阳区森林公安局

杭州蓝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林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公路段

杭州闻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审管办综合进件窗口

杭州华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

浙江美格机械股份公司技术研发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分公司网络运营部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

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迎丰村

桐庐县行政服务中心

桐君堂全程信息化控制膏方煎药洁净中心

国网浙江桐庐县供电有限公司带电作业班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部

桐庐大路粮油专业合作社

桐庐阳山畈蜜桃专业合作社

淳安县恒邦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淳安县公安局青溪派出所

杭州千岛湖天鑫有限公司电商部

淳安县千岛湖镇第六小学启思语文教研组

淳安千岛湖旅游集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水之灵庆

典工作室

淳安县汾口镇汾口村

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杭州）有限公司工程动力集中控制工段

杭州建铜集团王建工作室

浙江新化化工新材料研究院

建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梅城市场监督管理所

浙江久晟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监察大队

杭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加硫工程“0”灾害团体

玫琳凯（杭州）日用品有限公司营养品验证团队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肖特基精锐创新

工作室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工艺装备部设备科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办事服务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江东村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侯定华钳工技

能大师工作室

阿斯莫（杭州萧山）微电机有限公司雨刮臂涂

装班组

杭州市大江东医院骨科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税务局纳税

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

（下转第9版）

2019年杭州市全国五一劳动奖
和省、市模范集体、劳动模范拟推荐对象公示

现将2019年我市全国五一劳动奖和省、市模范集体、劳动模范拟推荐对象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公示时间为即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若对公示对象有不同意见，请与市劳动模范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希望客
观公正署名反映问题。联系电话：87161030、87161015（市总工会机关纪委），传真：87161000。

杭州市劳动模范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