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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育、弘扬钻研技能、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工人
伟大、劳动光荣”的时代新风，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让工匠精神成
为每个职工的主流意识和精神坐标。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面向
基层职工开展首届“东台工匠”评选活动，以比评结合的方式评选出一

批立足本职岗位，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追求卓越、技艺超群，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为东台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典型。

在单位、社团推荐、个人自荐以及征求市科技局等相关部门意见的
基础上，经过资格审查、行业比选、综合评审确定 30 人为首届“东台工

匠”候选人，现通过《东台日报》面向社会公示，欢迎广大读者投票推荐。

东台市总工会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1月24日

首届“东台工匠”候选人公示

15、宋一华，男，55 岁，江

苏中磊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发主任。他主持或参加省部

级以上科技项目 8 项，研发新

产品新技术18项，拥有专利50

件，其中发明专利4件、实用新

型 21件。2013 年获江苏省科

学技术三等奖，2011、2014 年

获盐城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3、丁郁华，男，59岁，江苏
华阳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他主持制定国家标准，立
志为发展我国船舶和海洋工程
装备事业而努力。他重视产学
研合作，研制国家火炬计划产
品，主持研发的 7 个新产品被
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
产品。他重视知识产权，先后
申报国家专利 190 项，已授权
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86项，使江苏华阳重工成为船
舶行业中知名的科技创新型企
业。

10、陈伯余，男，59 岁，从

事发绣绘画设计及工艺制作四

十多年，创新研制成彩色发绣、

双面异色异样绣、微发绣等，在

发绣工艺传承创新方面取得了

成功。2014 年被批准为盐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继承

人。2016年被评为“江苏省工

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并荣获

盐城市“五一劳动奖章”。

1、丁一东，男，49岁，江苏
龙升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
人。他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药
品生产、经营工作。成为公司
药品生产负责人后，始终秉承
做良心药、放心药的理念，倾心
学习药品标准和用心琢磨生产
工艺，抓好生产管理的每一个
环节，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的放心药。曾获盐城市首届
执业药师职业技能竞赛第一
名。

30、戴建花，女，35 岁，江

苏瀚隆家纺有限公司 IE 现场

辅导。她3年前进入瀚隆家纺

有限公司，认真学习各种工作

技能，学习并接触流水线的每

道工序，在全公司举办的劳动

技能比赛中获得了个人第一

名。如今从生产一线到了技能

指导部门。通过亲身示范每道

工序的制作生产工艺，辅导新

员工，尽快地提升产能。

28、韩亚凤，女，45 岁，东

台嘉丽发绣厂高级工艺美术

师。1990 年至今一直从事工

艺美术创作，为发绣传承、创

新、发展作出贡献。28年来先

后带徒 100 多人，设计制作发

绣作品荣获国家级金银奖项

20 多个。先后荣获第一届盐

城市工艺美术大师、第六届江

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和“江苏省

民间传统技艺技能大师”荣誉

称号。

27、章国荣，男，46岁，东台
市喜来登大酒楼厨师。他从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潜心研究
淮扬菜，为东台鱼汤面进入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大量的
资料。二十多年来通过走访老
厨师、查访有关古籍资料，挖掘
恢复了很多濒临绝迹的传统菜
肴，目前正在准备积极申报“东
台六大碗”的申遗工作。他进
行饮食文化的总结，多年来在
报刊发表饮食类的文章一百多
篇。

18、郑涛，男，39 岁，东台
苏中花店店主。他从 2002 年
开始接触中国传统花艺，主攻
中国传统东方式插花，以“东方
自然风”系列插花呈现。经营
花艺设计并兼顾花艺教学，举
办了多场花艺教学活动，成立
了自己的插花工作室，多次参
与国内大型花艺布展。2015年
获得“东方自然风花艺设计大
赛”团体金奖。2017年成为中
国插花协会会员。

17、周润，男，40岁，东台市
抽水工程管理处泵站运行工。
他从事泵站运行工作16年，工
作中努力钻研，多次实时发现并
解决机电故障，把事故消灭在萌
芽状态，真正做到安全运行无事
故。近年来先后参加了东台抽
水站、安丰抽水站（改造）、安丰
船闸、富安抽水站、卞团河泵站
等大中型泵站的预埋、安装、调
试、运行工作。去年获得“盐城
市水利技术能手”称号。

25、崔卫东，男，47 岁，东
台市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崔
卫东从部队转业进入市土地整
理中心十年来，把全部精力投
入到土地整治事业，他牵头组
织成功申报省级以上土地整理
项目 8 个，全部通过工程验
收。先后获东台市“优秀共产
党员”、盐城市“基本农田保护
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
获得 2016 年度省国土资源土
地、矿山地质环境整治项目科
技创新二等奖。

19、梅东兴，男，35 岁，东
方船舶装配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率领公司与高校、设计院所
建立博士工作站，组织研发各
类海洋环保装备远销欧、美、东
南亚。他带领公司团队迈入海
工以及军工领域，过硬的产品
获江苏、河南、山东等海事部门
的认可，成功获得各类海工平
台、军工平台项目，他目前拥有
连续循环式管膜生物反应器发

明专利。

13、何凌云，女，44岁，东台
地税第六分局二股股长。她精
通税收征管业务，在日常征管中
始终保持细致、认真、踏实的工
作作风，近三年查补入库税款超
千万元。她注重服务发展，积极
主动服务纳税人，近三年在税收
检查中主动帮助纳税人减免退
税 300 多万元。2016 年荣获

“江苏地税系统征管评估类专业
骨干”称号，并被选进省级税收
征管类人才库。

26、崔道学，男，70 岁，盐

城宏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工程师。他积极从事

技术创新工作，是《自动裱纸堆

码机 》等 3个已授权发明专利

的主要发明人；是《喷吸式贴膜

装置》等30余个已授权实用新

型专利的主要发明人。《吸附式

给纸装置》项目专利在第七届

中国国际专利博览会上荣获

“金奖”。

7、刘玉华，44岁，东台供电
公司运维站变电检修专职。他
多年来一直从事变电检修工
作，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无数
个难题，消除了许多疑难缺陷
及隐患，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7 件，发明
专利 2 件，一项成果获国家级
一等奖。作为企业首席技师，
他创建工作室，充分发挥传、
帮、带的作用，已培育了多名技
师、高级技师。

6、阮婷婷，女，32岁，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台三仓支
行负责人。她苦练技能，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成为“五项全
能”，曾两度荣获东台市“五一
劳动奖章”。她动之以情、真诚
服务，被同事形象地称为“婷婷
阳光服务法”，成为展示全行形
象的一张靓丽名片，被中央金
融团工委表彰为“全国金融青
年服务明星”。2017 年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9、张新，男，57岁，江苏鑫
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车间主
任。近年来，他一直从事设备
维修与技术改造、设备研制和
管理工作，先后参与了气门倒
角机的设计与制造、E28-20型
滚丝机的改造等大型技改项
目，设计制造的减振器扭振块
自动钻孔机床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专利证书。他曾荣获“江苏
省机械工业突出贡献技师”“盐
城市首席技师”称号。

14、季爱芳，女，36 岁，东
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副主
任，高级兽医师职称。作为市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主要筹建
人，负责技术开展和管理工作，
迅速扩大中心业务范围，顺利
通过江苏省质监局计量认证资
质认定，计量认证能力参数达
100项。主持开展的农畜产品
药物残留、重金属残留等检测
项目，有效填补了我市农产品
检验检测领域的空白。

11、吴道祥，男，46 岁，上
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生产领班，高级技师。多年来
刻苦钻研技术技能，为企业解
决生产中的疑难杂症，成为上
海电气“第一能手”，为风电制
造业界所称颂。曾获得盐城市
企业“首席技师”、盐城市“五
一”创新能手等荣誉称号。他
带领的班组获得江苏省“工人
先锋号”荣誉称号。今年他又
获得盐城市“制造工匠”荣誉称
号。

5、马荣华，男，45岁，江苏

科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他主持研发的产品已获

得授权专利 28 件。其中自吸

式定量微量采血管获得了美国

发明专利的授权，填补了东台

境外发明专利的空白，在全省

科协青年会员第二届创新创业

大赛中荣获生命科学领域类总

决赛三等奖。东台市首批“十

佳青年科技之星”。

8、杨亚文，女，25岁，东台

农 商 行 营 业 部 综 合 柜 员 。

2016年荣获盐城市“五一创新

能手”称号，江苏省总工会“五

一创新能手”称号，2016 年参

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安全服

务知识和技能竞赛，获得人民

币识假点钞第四名的成绩，并

获“江苏省技术能手”称号。

12、邹小祥，男，53岁，江苏
江佳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他专注研发高效精密、省工省
料智能化产品，研发的自动纵
锯修边机、全自动梳齿指接生
产线等产品技术、质量水平国
内领先。研发的多片锯+四面
刨连线填补了国内空白，提高
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先后
承担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7
项，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1个，
省高新技术产品13个。

16、周忠喜，男，35 岁，上
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质量部质检主管。他尽职尽
责、精益求精，从一名普通工人
成长为一名既有专业理论知识
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质量管理
者。他作为江苏省科研项目
3.6MW 风力发电机组的质量
负责人，从图纸的消化、SPO的
分析、组织人员入手，不断试验
总结并顺利通过验收。曾获得
盐城市“五一”创新能手等荣誉
称号。

29、潘群，男，33岁，科森
科技东台有限公司工程师。
他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各种规
模的技术改造、技术革新，为
公司节约费用，有力地提高了
工作效率。他主导设计的“可
转位自适应钳口”巧妙地解决
了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多次
装夹频繁更换夹具的难题，使
零部件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
升，2014年荣获“盐城市数控
技能状元”称号。

22、倪浩东，男，56岁，东台

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大外科主

任、泌尿科主任、南通大学教学

基地兼职教授。他情系病人，全

心全意地服务患者。他以医院

为家，刻苦钻研业务，在盐城市

率先开展钬激光技术；他应用微

创切口治疗小儿交通性鞘膜积

液；他开放手术治疗复杂性上尿

路结石、肾癌根治术、膀胱癌全

膀胱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和前

列腺癌根治术等。

23、徐用军，男，40岁，东
台磊达大酒店行政总厨。在
精研淮扬菜和粤菜、川菜的基
础上，回到家乡东台宾馆，学
习非遗产品东台鱼汤面，并在
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之
走出东台。曾获得首届江苏
省创新菜大赛金牌。2016 年
9月参加盐城市烹饪技能大赛
获得盐城市十大名厨称号，12
月制作的东台鱼汤面获得中
国金牌旅游小吃称号。

24、夏井刚，男，47 岁，上
海玻璃钢研究院东台有限公司
机修班长。他在实践中钻研创
造，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
在努力发挥自身专业技能的同
时，他积极构思公司生产所需
工装的设计，设计了两项工装，
极大方便了公司生产作业，提
高了生产效益，获得了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他所带领的
机修班被评为“东台市五一文
明示范岗”。

21、陶存和，男，44岁，江苏
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盐
城市教学能手、盐城市技术能
手，高级讲师、高级技师，盐城
市十二五课题《基于技能大赛
的中职专业技能教学模式的研
究》主持人，3个省课题子课题
组长。多次参加和指导学生参
加省市级技能大赛并获奖。主
编《液压设备安装与调试》《电
机和变压器》并由凤凰职教和
西安出版社出版。

4、万霖，男，49岁，江苏兴
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电工，国
家级维修电工二级技师。他在
公司安装第二条进口制粉生产
线时，从翻译英文说明书学起，
跟随外方电气工程师进行设备
安装。他翻阅大量的外方设备
说明书，潜心钻研技术，触类旁
通，以超群的本领维护进口设
备工艺的性能，超值延续设备
的功能，为公司节省了一大批
费用。

20、陶印，男，27 岁，东台
农商行包灶支行运营主管。他
在负责银丰OA、CRM、绩效考
核等重要系统的维护及开发、
改进工作中，为全行提高工作
效率及精准营销提供了科技保
障。他编写了各个系统的使用
手册并在行内进行培训，有效
提高了生产力。担任包灶支行
运营主管以来，他带动员工以
提升技能水平促服务，获得了
总行业务素质提升奖。

2、丁友明，男，47岁，江苏

鑫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设备

主管。27年来，他从一名普通

机械钳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是

具有专业理论、技能实践相结

合的高级技能复合型人才。

1993 年在东台市机械局钳工

比武中获得第四名，2005年获

得东台市首届职工技能大赛第

三名，被授予“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

投
票
须
知

投票方式一

1、请广大读者在30名候选公示人中，按编号
选出10名候选人，填入下面方格中，多选无效；

2、沿虚线剪下，将填写编号的表格寄东台市
总工会首届“东台工匠”评选办公室收即可，复印
件无效。

3、选票截止时间：2017年11月30日。
4、联系电话：85272731

□ □ □ □ □ □ □ □ □ □

投票方式二

扫描二维码登录东台日报微
信公众号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