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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劳动模范拟推荐对象

冯 鹤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

史新波 杭州金鱼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志伟 杭州安琪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立新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卷烟厂党委书记

卢建华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章飞龙 华东医药（杭州）百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

厉康侃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班组长

金义荣 浙江大桥油漆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李 晔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王国强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员

舒富泉 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机械加工部机体加工组组长

孔海兴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氯装置班长

林文平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发运系班长

方建营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组长

霍卫东 杭州市园林建设处书记、主任

韩利平 杭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章 红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风景管理局

副局长

徐骊骊 杭州印象西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党支部副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江雪英 浙江五丰冷食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陈宗耀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

岳庙派出所主任科员

李 仲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

山林班副班长、山林防火突击队队长

杨 骏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熟食加工组长

徐明雅 杭州市粮油中心检验监测站检测科副科长

冯必成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支队科长

钱文彪 杭州运河集团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二部部长

虞卓苗 杭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滨江市场部副主任

陈阶亮 杭州市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党总支书记、主任

王 欢 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胥 东 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萍莉 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

窗口管理科科长

肖怀全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一部部长

沈金毫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推土机操作员

吴丽胜 杭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监督员

汪凌佳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职工

许国良 杭州市市区河道监管中心科员

方法春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

林雪祥 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职工

胡兵勇 杭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职工

胡春华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汽车分公司驾驶员

樊金甲 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自辉 杭州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总工程师

黄临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余杭区分公司经理

黄 河 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证中心副主任

赵 菲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分公司新登分局局长

洪 靖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工会干部

王宝成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分公司投递班长

陈庆锋 杭州市城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

房建管理部副经理

张海林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钱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行副行长

张超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支行负责人

余踔家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何怡雯 杭州市民卡有限公司

城南服务厅业务组长

林 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二级网点负责人

夏茂松 杭州文广集团频道总监

潘 辉 杭州艺术学校副校长

周 华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处处长

吴霞君 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游泳队教练

郑莉娜 杭州日报记者、评论员

李益民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沈 宏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一科科主任

王 衡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方病计生虫防治所副所长

张伟韬 杭州第四中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汪继起 杭州市教育资产营运管理中心

副书记、副主任

胡玉萍 杭州第十一中学教学处主任

余云建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何鲁伟 杭州高级中学教师

姚 翔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工会主席、教科室主任

何梅亮 杭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

陈肖峰 杭州市财政项目预算审核中心科长

蒋冬青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综合交通处副处长

李耀进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七级职员

俞成文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仓库智能化体系建设小组组长

赵伟明 杭州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俞升良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

王玉飞 杭州市北郊监狱副调研员

周莉红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

黄江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良良 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特勤一中队政治指导员

郑清洁 杭州市人民政府联络办公室主任科员

亓红蓓 杭州市档案馆副调研员

叶勇青 杭州市人民政府与办公厅

建议提案工作处处长

何海有 杭州市市府大楼后勤服务中心

餐饮一部科长

孙赞赞 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江干大队交通辅警

李 光 中共杭州市纪委主任科员

盛晓晶 杭州市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干事

施建军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楼朝辉 杭州市天长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

朱玲明 杭州市上城区安监局综合管理科科长

董伟海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

案件管理部副主任

罗 宏 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小营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施 哲 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

办事处安监办工作人员

戴金娟 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

馒头山社区卫生委员

张 坚 杭州市上城区梅花碑社区社区工作者

聂明军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裘利尧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分公司物业部副经理

胡 韡 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勇荣 杭州市上城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章 平 杭州市下城保安服务公司总经理

赵建荣 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玲玉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天水街道

办事处副调研员、总工会副主席

俞 红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党委书记

王天才 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街道杨家社区党委书记

戎陈英 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住房保障窗口负责人

朱建慧 杭州市下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防科副科长

傅良驹 杭州市下城区建北市容环境卫生所

环卫工人

徐晓威 杭州市青春中学科学教师

陆 剑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

长庆派出所教导员

朱国庆 杭州浮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运维中心技术小组长

吴康远 浙江建院建筑规划设计院给排水工程师

陈瑞贵 杭州阿思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寅 杭州市采荷中学校长

方晓晶 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蕙兰社区

党总支书记

周芝红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江锦社区

党委书记

杨云龙 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五堡社区党委书记

潘珍芬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格畈社区工会主席

吴雪明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

办事处主任科员

邵 靖 杭州市紫荆花幼儿园教师

李 新 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街道办事处主任科员

严晓亮 杭州之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员

赵 卓 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

刑事侦查大队民警

朱 楠 杭州市江干区招商局招商服务中心招商员

杨宝庆 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邱娣兵 品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应玉兰 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街道华丰社区党委书记

吴建国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小林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庭长

章建洋 杭州金星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

汪 洋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派出所副所长

杨勤奋 杭州市拱墅区教育研究院教研员

叶 芳 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工

莫银强 浙江城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孙 雨 杭州市拱墅区英美职业培训学校

美发培训师

何坚新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

办事处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焦德尚 杭州品尚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潘相宇 杭州市西湖区城投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俞 芹 杭州市西湖区民政局老龄科科长

金新生 杭州西湖文化旅游投资集团综合部副部长

章国艺 杭州西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利用部部长

樊生华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供销社职工

严云霞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吉鸿社区党委书记

潘益峰 杭州市西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科科长

俞玉君 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文新派出所民警

江 斌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

北山中队副中队长

陈 曦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

徐 川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副主任

王国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主管

范 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刘曙峰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晓军 杭州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致善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蒋海锋 杭州市滨江区行政服务中心

窗口督查科科长

陈荧平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建芳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

宋继模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

曹 伟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资深技术专家

韩海敏 税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

刘中秋 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梁 骏 杭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廖杰远 微医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云龙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灿荣 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沈贤法 浙江九龙厨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俞恩华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实施一科科长

裴静波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副院长

李建明 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平金军 林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韩福宁 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徐亚娟 杭州建长湾农业有限公司经理

许华仁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灵山村党委书记

董祥林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渭水桥村党委书记

卢条英 杭州金溢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柏连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新安村党委书记

谢文琴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农村小学教师

寿冀超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

线路工

沈利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区分公司班组长

陈 绍 达利（中国）有限公司修补工

葛晓峰 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工程师

胡 勇 浙江协和集团有限公司信息管理员

吕美叶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班组长

李建江 杭州翠沁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陆任奎 杭州天翔大众实业有限公司职工

方雅文 杭州萧山航民宾馆职工

陆立军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修钳工

喻国庆 浙江恒迪寝具有限公司机修工

陈 军 万向集团公司研究院首席科学者

叶建明 杭州天缘布艺有限公司工艺制作工

来煜标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俊良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总裁

郑 攀 微泰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晓韵 杭州意丰歌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江忠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徐年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崇贤街道

办事处工会主席

沈 微 杭州杰丰服装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毕海明 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沈兴连 杭州余杭益民农业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李浙烽 杭州康德权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志刚 杭州余杭江韵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建新 杭州市种猪试验场生产场长

任含生 杭州余杭鸬鸟果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任红斌 杭州永耀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经理

於杏文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三中学教师

孙志刚 杭州余杭正新镀膜有限公司职工

汪 珍 杭州泰利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

周 铭 余杭晨报记者

罗洪文 杭州市余杭区青至陶瓷艺术馆馆长

李作明 杭州余杭冠乔服饰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谢炳乃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严纪钟 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黄 柳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检测中心主任

汪 三 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发展建设部副主任

胡 平 浙江中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装配工程师

余 亮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高级算法专家

沈建农 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观祥 杭州陆加益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健勇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城南派出所所长

徐晓华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

盘龙山社区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丁永君 杭州市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经作站站长

张中锡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工会主席

赖新明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宵井村党委书记

夏玉群 杭州富阳茂华竹笋专业合作社理事

姜国林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新沙村党总支书记

董柏富 杭州市富阳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工程师

奚良忠 杭州富阳玛莉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驾驶员

夏国柱 杭州光明汽车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袁开虎 杭州宏达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职工

陶云国 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技术员

盛成海 国网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供电有限公司

配网抢修指挥班班长

刘素琴 杭州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师

叶小军 富阳通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职工

孙逢明 杭州市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水产站

推广研究员

张 强 杭州东大纸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顾立刚 杭州富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职工

曹关跃 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詹有根 临安振有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 靖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公证处主任

瞿育虹 杭州市临安区商务局办公室主任

梅慧琴 临安上溪慧琴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俞吕俊 临安杲村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丁立忠 杭州市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职工

邵城鑫 临安石雕艺术馆技术总监

何世坤 浙江驰拓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章建刚 临安奥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钳工

杜黎明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临安区税务局

副主任科员

宋利民 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袁桂苹 杭州市临安区实验初中教师

张灵建 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内一科主任

章叔岩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职工

朱言玉 杭州煜凯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晓群 桐庐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

申屠银光 杭州康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周忠平 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党总支书记

赵 敏 桐庐县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职员

雷天星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龙峰民族村党总支书记

申屠银洪 浙江桐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中药炮制技术指导

袁 鑫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班组长

张家建 杭州市桐庐久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总厨

白卫宏 杭州霍普曼电梯有限公司工程部总工程师

朱祖德 桐庐大众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

赵金阳 杭州润皇速递有限公司快递员

黄 兴 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康静 淳安县第二中学校长

胡卫波 浙江千岛湖景区旅游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陆发田 淳安县鸠坑唐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奇湖 淳安县汾口镇茅屏村农民

李奕萍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程必腾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首席编辑

胡立新 淳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

钱德红 淳安县东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工

王金生 浙江千岛湖鱼味馆有限公司副经理

童苏标 淳安县水务有限公司管网中心主任

程小爱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吴建华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益民 浙江宏都寝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建国 建德市新安江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吴柒益 建德市和平白茶合作社理事长

余永荣 建德市三都镇镇头村党委书记

章建龙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建德分公司

新安江饮料一厂副厂长

钱 晔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经理

沈淑芳 建德市新安江第一初级中学教师

林 俊 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于建业 建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

黄建生 中共建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

专业技术人员

方国松 建德市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发展部经理

王海峰 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汤筱颖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科长

张敏华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邻里社区党支部书记

胡一凡 松下家电研究开发（杭州）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沐俊宝 艾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王世超 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下沙派出所民警

童光红 杭州矢崎配件有限公司自动组装课课长

钱 华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职工

徐如宁 东芝开利空调（中国）有限公司现场副课长

李百春 杭州福莱蒽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月水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河庄街道

向公村党总支书记

毛泉红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义蓬街道

义盛村党委书记

丁建欢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前进街道

三丰村党委书记

徐胜华 杭州市大江东医院急重症救治中心主任

薛 虎 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

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指导员

王占魁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设备维修技师

梅炎炎 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维修电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