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公示
根据 叶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推荐评选 2021 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通知曳要求袁为体现
公开尧公平尧公正原则袁充分发扬民主袁接受社会监督袁现将
上海市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 渊常规

类尧竞赛类冤推荐对象名单予以公示袁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1 日遥 若对公示对象有不同意见袁请于 4
月 1 日下午 5:00 前通过电话尧来信形式与我们联系遥 希望
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袁提倡实名举报遥

上海市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渊常规类冤推荐对象渊5 个冤
1尧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2尧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尧上海电气环保集团
4尧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尧上海国盛集团仁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渊常规类冤推荐人选渊34 人冤
渊按姓氏笔画排序冤

1尧 马立广袁男袁汉族袁1990 年 7 月出生袁
群众袁中专中技学历袁中交三航渊上海冤新能
源工程有限公司三航风华号二副遥

18尧 张金全袁 男袁 汉族袁1982 年 8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北京市中伦
(上海)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遥

2尧 毛琪钦袁男袁汉族袁1976 年 4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宝
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焊培中心副主任遥

19尧 张培丽袁女袁汉族袁1976 年 10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专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奉
贤钢管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遥

3尧 毛黎明袁男袁汉族袁1962 年 2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正高级职称袁上海航
天技术研究院某型号总指挥遥

20尧 陈兆波袁男袁汉族袁1981 年 11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副高级职称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无线网
络维护管理渊资深冤遥

4尧 方健袁男袁汉族袁1972 年 5 月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副高级职称袁泛亚汽
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电子系统及软件部执
行总监遥

21尧 周金水袁男袁汉族袁1967 年 12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正高级职称袁宝
武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部首席工程师遥

5尧 叶菁袁女袁汉族袁1978 年 7 月出生袁群
众袁中专中技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三联渊集
团冤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遥

22尧 郑仁亮袁男袁汉族袁1984 年 12 月出
生袁中共预备党员袁专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
海金标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遥

6尧 边慧夏袁男袁汉族袁1972 年 7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
市援滇干部联络组副组长遥

23尧 项青袁女袁汉族袁1970 年 2 月出生袁中
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科思创(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尧行政总监尧工会主席遥

7尧 巩洪亮袁男袁汉族袁1980 年 9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紫
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监遥

24尧 赵小龙袁 男袁 汉族袁1974 年 9 月出
生袁群众袁高中学历袁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宝钢协力生产分公司工人遥

8尧 朱士昇袁 男袁 汉族袁1962 年 11 月出
生袁群众袁大学本科学历袁高级职称袁大陆泰
密克汽车系统渊上海冤有限公司高级设备工
程师遥

25尧 赵东华袁 男袁 汉族袁1977 年 8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副高级职称袁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
境研究所所长遥

9尧 刘少帅袁男袁汉族袁1986 年 5 月出生袁
群众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消防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班组长遥

26尧 钟康利袁男袁汉族袁1971 年 2 月出生袁
中共预备党员袁专科学历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市奉贤区分公司南桥支局员工遥

10尧 刘宏袁男袁汉族袁1962 年 5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外高
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尧党委书记遥

27尧 贾晓阳袁 男袁 汉族袁1971 年 4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东方国际集团上
海利泰进出口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遥

11尧 刘金涛袁男袁汉族袁1966 年 8 月出
生袁民盟会员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正高级职
称袁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课题
组长遥

28尧 夏广新袁男袁汉族袁1970 年 11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正高级职
称袁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
副院长尧药物设计技术总监遥

12尧 关立平袁 男袁 满族袁1967 年 6 月出
生袁中共预备党员袁高中学历袁申通快递有限
公司车队驾驶员遥

29尧 诸伟琦袁男袁汉族袁1978 年 12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副高级职称袁光
明食品集团资产管理运营事业部副书记尧副
总经理遥

13尧 花力袁男袁汉族袁1974 年 10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正高级职称袁上海
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总经
理尧项目经理遥
14尧 李晓峰袁 男袁 汉族袁1966 年 8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土耳其煤电项目筹建
处副主任遥

30尧 龚晓明袁 男袁 汉族袁1970 年 1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交通运输部上
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船舶队长遥
31尧 葛朝强袁 男袁 汉族袁1975 年 5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正高级职
称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东分部三级职员遥

15尧 杨瑞卿袁 男袁 汉族袁1981 年 3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中级职称袁上海
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行道树科科长遥

32尧 惠乐怡袁 男袁 汉族袁1981 年 8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高级职称袁中国
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尧
干部人事部部长遥

16尧 吴德昇袁 男袁 汉族袁1961 年 7 月出
生袁中国致公党袁高中学历袁正高级职称袁上
海申一百货公司艺术总监遥

33尧 富小青袁男袁汉族袁1970 年 10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专科学历袁中国石化上海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仪控中心首席技师遥

17尧 何培新袁 男袁 汉族袁1966 年 7 月出
生袁民进会员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高级职称袁
上海梦想成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遥

34尧 虞先濬袁 男袁 汉族袁1971 年 5 月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正高级职称袁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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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21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渊常规类冤推荐对象渊31 个冤
1尧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平台及解决方案产品事业部
2尧上海西岸开发渊集团冤有限公司文化产业团队
3尧联合利华渊中国冤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北亚区家居护理类产品研发团队
4尧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LX - 01 项目核心团队
5尧上海凌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抢险突击队
6尧上海市宝山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工程管理科
7尧上海欧科微航天科技有限公司野嘉定一号冶卫星研发试验队
8尧上海中石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应急中石化工物流救援队
9尧上海松江工惠社会服务中心野松江工会冶微信工作团队
10尧伽蓝渊集团冤股份有限公司配制组
11尧上海阿勒法船舶设备有限公司技术科研小组
12尧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丙烯酸催化剂研发项目组
13尧上海公路桥梁渊集团冤有限公司总承包三部
14尧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海工项目部
15尧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试验验证中心
16尧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汽油发动机电子控制器野国六冶项目攻关团队
17尧上海孚宝港务有限公司运营部操作 4 班
18尧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动车运用车间
19尧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远大湖轮
20尧上海国际港务渊集团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调度室
21尧上海市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周渡消防救援站
22尧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渊上海市园林学校冤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团队
23尧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舞剧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剧组
24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二四工厂装配调试车间
25尧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内科
26尧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2 号线徐泾东站
27尧上海中心大厦商务运营有限公司上海之巅观光服务组
28尧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宝钢服务中心班组
29尧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数控车间
30尧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渊集团冤有限公司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项目管理中心
31尧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保教组

上海市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渊竞赛类冤推荐对象渊5 个冤
1尧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
2尧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尧上海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4尧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5尧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外服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渊竞赛类冤推荐人选渊8 人冤
渊按姓氏笔画排序冤

1尧 王立辉袁男袁满族袁1982 年 1 月出生袁
群众袁博士研究生学历袁高级职称袁上海复旦
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实验室主
任遥
2尧 王昊袁男袁汉族袁1968 年 10 月出生袁
无党派人士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上海期货交易
所结算部总监遥
3尧 连池袁女袁汉族袁1986 年 11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中级职称袁国家税
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副所长遥
4尧 张倩倩袁女袁汉族袁1977 年 1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专科学历袁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
司小礼堂多功能厅经理遥

5尧 张慧腾袁男袁汉族袁1987 年 2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研究生学历袁副高级职称袁复旦大
学附属中学年级组长遥
6尧 陆卿袁男袁汉族袁1984 年 10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上海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警务技术一级主
管遥
7尧 徐广梅袁女袁汉族袁1981 年 5 月出生袁
中共预备党员袁高中学历袁上海强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驾驶员遥
8尧 徐赤璘袁女袁汉族袁1971 年 3 月出生袁
中共党员袁大学本科学历袁正高级职称袁上海
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固定网络
业务集团服务产品部负责人遥

上海市 2021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渊竞赛类冤推荐对象渊10 个冤
1尧上海南虹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
2尧上海市水务局河长制工作处渊综合督导处冤
3尧上海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接待分公司
4尧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进口博览会协调处
5尧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
6尧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输配管理部巡线三组
7尧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上海市青浦区分公司
8尧中共上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络安全处
9尧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行政审批处
10尧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导航卫星总体研究所总体研制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