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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维平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科技委主任，研究员

白清利 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管理局鱼场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刘加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李 茵（女）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校长，正高级教师

李 梅（女）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李军农 渭南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国鹏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高级工程师

邱 陆 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主任，主任记者

张延刚 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

郑南宁 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所长，教授

施秉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唐红涛 商洛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崔勇超 国家税务总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税务局二级主任科员

梁增基 长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研究员

甘肃省（48名）

全国劳动模范

潘从明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贵金属冶炼分厂提纯班班长，高级技师

孙青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石油化工厂乙烯联合车间操作工，高级技师

张平香（女）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自动化部自动化站主任，工程师、高级工

王小康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党支部书记、作业长，工程师

刘锦帆（女） 中材科技（酒泉）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工艺装备部工程师

张自飞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七四九电子有限公司电源分厂主任，助理工程师、高级工

杨建军（回族） 甘肃红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疏水阀厂 404 车间数控一班班长，高级技师

巩怀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运行一部运行丁班班长，高级工

王兴平 甘肃省临洮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解二车间主任，中级工

马宏胜（回族） 临夏州华安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品质部部长，食品工程高级工程师

何琪功 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李文强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维修中心机械运行班焊工，高级技师

范冬云（女） 兰州三毛实业有限公司纺纱厂细纱挡车工，高级工

郑 伟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三级职员、管理第一党支部书记，正高级工程师

赵 丕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高级技师

王芙蓉（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网络监控维护中心基础设施维护部主任，通信电源工

程师、高级工

文 盛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焦化车间班长，技师

吴春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采油工艺研究所副所长，油田开发

工程师

尹建敏（女，满族） 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耀祥 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顺初 甘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李 玲（女） 甘肃新乐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李守茂 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党委委员、野麻村党支部书记

梁倩娟（女） 陇南市徽县水阳镇石滩村妇联主席

常继锋 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清龙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方山邮政所投递员

吾尔白（女，藏族） 甘肃省玛曲县市政监察大队环卫工

谢昌盛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抹灰作业队队长，高级工

胡中山 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党委书记

郭万刚 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

张 祯 永昌县泽民农产品收购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廖永强 甘肃华实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农民技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刘 庆 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政委、三级高级警长

李 明 甘肃省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四级调研员

班玛南加（藏族）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张志明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康 丽（女） 酒泉市公安局肃州分局东城关派出所二级警长

剡红红（女） 国家税务总局天水市秦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

脱小平 甘肃省庆阳第一中学数学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张国宏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胡 斌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莫尊理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胡小春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二分队分队长兼技术负责，地矿工程师

赵贵宾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于德山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实验室主任，主任检验技师

蔡 辉 甘肃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何晓春（女）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郑访江 甘肃省中医院团委书记，主管医师

青海省（35名）

全国劳动模范

宗 冰 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马文俊 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李 晶（女）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孝康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孟庆芬（女） 青海柴达木兴华锂盐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研究员

朱晓东 海西华汇化工机械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等离子切割班组长

刘万平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董 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阴极事业部经理，工程师

岳 虹（女，藏族） 中国农业银行玛沁县支行副行长

杨永磊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格尔木炼油厂电焊工，高级技师

于本蕃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工务段望昆线路车间副主任，初级技术员

王 琳（女）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专责，工程师

芦 彪 黄河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程师

王树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业务支撑系统部业务开发室经理，中级工程师

安 君 青海省五金交电家电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

孙玲玲（女） 中国石油青海销售公司质检站站长，中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王玉辉 青海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邵 勇 青海可可西里实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扎 保（回族） 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唐谷镇达隆村卫生室村医

完德尖措（土族）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热贡龙树画苑画师，青海省二级民间工艺师

扎 加（藏族）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藏迪畜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曲麻莱县约改镇格欠村

纪委委员

才 保（藏族）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乡宁夏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生产经理、宁夏村党支部

书记

多 旦（藏族）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乡格多村党支部书记

余圈珠 阳光能源（青海）有限公司维修工段长，机械中级工程师

韩木海买（撒拉族） 广东省广州市化隆拉面店经营者

王 斌 青海第三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副高级工程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靳 芳（女） 西宁市城西区虎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护师，护师

李生荣（回族）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副教授

方万品 青海省湟源公路段湟源工区工区长，技师

党晓鹏 青海省林业草原规划院规划部主任，高级工程师

许振林 青海省农牧机械推广站推广科科长，推广研究员三级

侯生珍（藏族） 青海大学教授

赵新录 三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可可西里管理处森林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索南

达杰保护站站长

李海燕（女）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

刘康宁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

切阳什姐（女，藏族） 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竞走运动员，二级教练、国际级运动健将

宁夏回族自治区（36名）

全国劳动模范

孙建宁 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电焊车间技术顾问

周建宇 宁夏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工程师

陈 云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任设计师

边海燕（女）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赵惠娥（女） 宁夏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李润喜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吴忠卷烟厂制丝车间技术员

董建方 宁夏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酿酒师

厉吉文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正高级工程师

刘东苗（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市场部客户经营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杜正平（回族）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烯烃二分公司副总经理，工程师

李艳艳（女）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畜牧师

马玉山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

汲洪民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宁夏银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专责，助理工程师

苏少静（回族）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顾 燕（女）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吴起采油作业区吴一联中心

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助理政工师

张耘溢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检修专责，高级工程师

朱玉国 吴忠市盐池县王乐井乡曾记畔村党支部书记

赵文峰 宁夏苏宁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工程师

马生龙（回族） 中宁县锦宁铝镁新材料有限公司碳素厂成型车间主任

李 彦（女） 吴忠市利通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机械清扫队驾驶员

马海民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

寇启芳（女） 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正畜禽生产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助理畜牧师

倪联新 中卫市百利蔬菜流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农艺师

齐永新 固原市隆德县新何养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全国先进工作者

马瑞霞（女，回族）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王锦秀（女） 银川市第九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高级教师

蒋 齐 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周 玮（回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心脑血管病区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李秀忠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高小芳（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 科主任，主任医师

杜建录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许新霞（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宁夏记者站记者，高级记者

郑建卫 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镇北堡镇派出所教导员

马 丽（女，回族） 银川市金凤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职工

王 峰 固原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王玉珏 石嘴山市平罗县定远街消防救援站站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3名）

全国劳动模范

艾热提·吾买尔江（维吾尔族） 新汶矿业集团（伊犁）泰山阳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工段长

王建军 新疆新源县兴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级工

阿曼吐尔·依沙木丁（哈萨克族）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伊犁供电公司昭苏县供电公司萨尔阔布乡供

电所所长，助理工程师、技师

郭旭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兼勘探研究

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高级工程师

李边区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甫尔布（蒙古族） 新疆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呼尔图村党支部书记、强运养殖场负责人

马 涛（回族） 新疆华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科科长，中级工程师

罗 信 新疆吐鲁番市诚信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军红（女） 新疆库尔勒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点钞室副主任

章洪波 新疆通奥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特殊扣螺纹加工车间数控车工，高级工

库尔班·尼亚孜（维吾尔族） 新疆乌什县依麻木镇国语小学校长

拉齐尼·巴依卡（塔吉克族）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牧民

阿依夏木古丽·瓦斯丽（女，维吾尔族） 喀什奥都糖业有限公司仓库保管员

谷祥峰 新疆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驾驶员，技师

拜 丽（女，回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支行理财经理

则温尼沙·阿布都卡地尔（女，维吾尔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五团二十四连农业职工

闵 军 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制糖车间电气班电气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技师

杨作智 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分厂电气技术员

秦玉福 新疆乌鲁木齐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抽水机泵房副班长，高级工

努尔买买提·库尔班（维吾尔族）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动力中心运行部输煤组长

吴 琨（女）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理化检验中心作业长，高级工程师

李 鹏（女） 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私人银行中心财富顾问，中级经济师

易 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伊犁州分公司工程建设中心经理

孟晓婧（女）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检总站旅检二室主任，技师

贾永庆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西车辆段维修电工，高级技师

李学法 中煤能源哈密煤业有限公司大南湖十号煤矿筹建处副处长，中级工程师

谭文波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试油公司工程技术研究所新技术推广分公司高级技师

杨海军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企业首席技术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麦麦提艾力·如孜（维吾尔族） 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乌东煤矿副总工程师，中级工程师

乔丽盼·阿仁哈孜（女，哈萨克族）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自治县谢木那仁库热村家庭餐馆负

责人

帕夏古丽·克热木（女，柯尔克孜族） 广东东莞绿洲鞋业有限公司鞋面布针车 10 组小组长

黄新民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供电公司城北变电运检中心变电二次运检班技术员，高级工

程师

曾飞鹏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乙烯厂乙烯一联合车间主任，高级工程师

买买提·托合提（维吾尔族） 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中级工程师

艾合买提·阿不力米提（维吾尔族）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恰乡拜什巴拉坎尔孜村 5 组农民

吉恩斯·索里坦（哈萨克族） 新疆伊吾县前山乡白雄村牧民

范 欣（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绿建中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伊小军 新疆沙雅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刘丰彩（女）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第二中学教师，中学二级教师

依明江·吐来克（维吾尔族） 新疆喀什地区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政委、二级高级警长

麦麦提库尔班·麦合木提（维吾尔族） 新疆和田市垃圾处理场驾驶员，汽车驾驶员五级

吴翠云（女） 新疆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园艺林学系主任，教授

杨会国 新疆畜牧科学院研究员

戈小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主任医师

常爱民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木胡牙提（哈萨克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巴图散（蒙古族） 新疆公路管理局塔城公路管理局额敏分局驾驶员、玛依塔斯应急保障基地班长，汽

车驾驶员二级

马斌林（回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姚新奎 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动物生产系主任，教授

梁晓玲（女） 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李红菊（女） 国家税务总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丁发根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二级警长

阿依帕尔·艾斯卡尔（女，柯尔克孜族）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公务员二科科长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34名）

全国劳动模范

赵红卫（女）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副总工

程师、首席研究员，研究员

范国英（女）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管理信息部研究分析专家，高级经济师

李海波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业务管理处处长，高级经济师

董 为 中国建设银行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事业群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李永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处长

卢英威 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研究院副所长，正高级工程师

马玉飞（回族） 中央统战部宗教业务局朝觐工作处一级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

陆娅楠（女） 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工业采访室主编，主任编辑

徐 旭（女） 中国妇女报北京记者站站长，中级记者

孙 宁 外交部翻译司培训处处长

徐 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司贫困地区发展处处长

魏 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所长，正高级工程师

许成磊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食品犯罪侦查处处长

张 冉（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统筹处处长

成杭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二级研究员

李健军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总工程师，高级研究员

王淑芳（女）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运输信息化事业部王淑芳工作室主任（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褚明华（女）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处长，高级工程师

何中虎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王建业 北京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史聪灵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交通安全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朱占军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处处长，高级工程师

王蓓菁（女） 海关总署缉私局国际执法合作处三级调研员

原遵东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郭沛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信息与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赵宏博（满族）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总教练，中级教练员

陈 林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服务三处副处长、一级调研员

方 忠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玉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中级经济师

何绍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沈学顺 中国气象局数值预报中心副主任，二级研究员

张巍婷（女） 国家信访局督查室督查一处三级调研员，中级政工师

王斯敏（女） 光明日报社智库版主编、智库办主任，主任编辑

瞿长福 经济日报社宏观经济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国务院国资委（27名）

全国劳动模范

邢 继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华龙一号”总设计师、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张 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型号总设计师，研究员

李 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科技委主任，研究员

李志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邹汝平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委员，研究员

喻松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科光电公司第十一研究所首席专家，研究员

魏晨吉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油田开发所阿布扎比项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

夏先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尚 捷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油田技术事业部油田技术研究院院

长，高级工程师

郜时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清洁能源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兼温室气体减排与清洁燃料技术部主任，

高级工程师

沈明忠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杨 林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储能技术研究所电池技术研究室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

王克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大坝项目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田雨聪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环集团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黄润怀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资深专家，工程师

刘光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倪泽军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飞机结构和复合材料高级工程师

韩增德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机院首席专家，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

工董事，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张惠波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王洲亚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国际工程公司马尔代夫项目部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谷建峰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南口机械有限公司福伊特传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工业工程部

厂务及设备主管，助理工程师

柯晓宾（女）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通号（西安）轨道交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铁路信号

有限责任公司电器中心调整三班班长，高级技师

徐子龙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国际集团中国电信菲律宾通讯网络一期外线施工工程项目

部项目经理，助理翻译

李绍杰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三公司兰渝铁路项目部三工区总工程师，工程师

崔 冰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规院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徐 坚（女）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讲师

王国平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司工人，高级技师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4名）

全国劳动模范

许文志 第 3303 工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范华斌 第 7451 工厂军品配件机加车间钣金钳工班班长，高级技师

尹财山 第 4808 工厂船舶电工，高级技师

朱治国 第 4328 工厂技术处处长，工程师

孙红梅（女） 第 5713 工厂技术与培训中心特种工艺专家，高级工程师

陈卫林 第 5720 工厂机械制造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赵孝英（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胸外科主管护师

南岩东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高 锐（女） 北部战区总医院干部病房一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秦 琼（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儿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 瑛（女） 中部战区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李 松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研究员

周 朴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路 美（女）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最高人民法院（13名）

全国先进工作者

赵 鑫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谭贵林 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刘春荣（女） 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庭长

王小莉（女）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陈少华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周淑琴（女）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泗沥人民法庭庭长

钱继红（女）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徂徕人民法庭副庭长

陈海仪（女）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

祝增巧（女）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长

彭鑫亮（白族） 云南省兰坪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民事审判庭庭长

陈志秀（女，土族）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陈美荣（女，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马合沙提·扎依甫（哈萨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12名）

全国先进工作者

姜淑珍（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潘志荣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联合旗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

孔祥森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施净岚（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王 帆（女）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高 峰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

时钧宇（女）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

田文生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刘 亮（女） 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谢新星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王 晖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梅 玫（女）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

（新华社北京 11月 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