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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晓培
兴化市委组织部

翟晓培工作以来勤奋工作，尽职尽责，
切实做好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共
审核档案1279卷，按照审核规定完善手
续，及时归档。积极配合对全市人事档案
进行了全面整改，全面完成档案改版升级
和规范整理工作。同时优化服务，充分发
挥干部档案的作用，及时、准确地为档案信
息利用者提供服务，树立了组工干部的良
好形象。

丁 松 江苏苏航木业有限公司
丁宏山 江苏昊鹏机械有限公司
丁银扣 兴化市审计局
万春堂 兴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孔繁国 兴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尤振祺 兴化市供电公司
文晓庆（女）兴化市十八梯火锅店
毛文敏 兴化市政府办公室
王 兴 兴化市规划局
王 松 兴化市沙沟镇王松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王正扣 江苏强铖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王米方 兴化市大营镇种粮大户
邓维宾 兴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
付双杰 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冯 沂 兴化市兴润种业有限公司
冯树萍（女）兴化市新生中心小学
刘 鑫 江苏鑫伟淳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刘建兰（女）兴化市天河饭店
刘增兵 兴化市水务局
吉金满 兴化市戴窑镇粮食交易市场
吉德勇 兴化市曹吉村村民委员会
孙为平 兴化市科技局
孙月香（女）泰州长新纺织（兴化）有限公司
孙东海 兴化市农业局
孙素凤（女）兴化市农业资源开发局

朱龙平 江苏兴海特钢有限公司
朱银萍（女）兴化市鑫鹏建材有限公司
朱锦旭 兴化市旭友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吴 玲（女）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吴良才 江苏移动兴化分公司
宋 玻 江苏德创制管有限公司
张 申 兴化市大垛镇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办公室
张 兴 兴化市开发区管委会
张长坤 兴化市总工会困难职工援助中心
张风祥 泰州市博世特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张世川 兴化市明璐不锈钢有限公司
张艮华 江苏顶能食品有限公司
张维朋 江苏正通金属封头有限公司
李 娟（女）江苏恒大不锈钢精密铸造公司
李 楠 江苏中鹏电气有限公司
李小芳（女）兴化市戴南镇党政办公室
李文华 兴化市泓林果蔬专业合作社
李春梅（女）兴化市自来水总公司
李桂金 江苏富安建设有限公司
李爱军 江苏华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李维川 兴化市沙沟镇供销合作社
杜 杰 兴化市委办公室
杨 健（女）兴化市农村商业银行荻垛支行
杨志祥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兴化分公司
汪夕禄 兴化市文广新局

沈大华 兴化市救助管理站
沈爱国 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花 艳（女）兴化市广播电视台
苏胜忠 兴化市人民法院
陆金庚 江苏神彩印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陆菊如（女）兴化市人民医院
陈山宝 兴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周才建 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永才 兴化市楚风木船制造有限公司
周红霞（女）兴化市地税局
郑宏伟 兴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查军勤 兴化市钓鱼镇刘陆南村
禹志祥 兴化市老圩乡安东村
荀 梅（女）泰州爱美璐服饰有限公司
费桂铭 江苏景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赵阿兵 江苏恒安电力工具有限公司
钮玉成 兴化市中堡镇富成蔬菜家庭农场
唐 勇 兴化市沈伦镇金唐纪村
唐长红 兴化市馨阳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徐冬梅（女）兴化市张郭镇工业与服务业服务中心
徐国发 兴化市贤人米业有限公司
徐贤勇 兴化市勇权家庭农场
翁立萍（女）兴化市人民检察院
袁红兰（女）兴化市张郭镇武夷大酒店
郭兆芹 兴化市蒲公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钱增才 兴化市周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顾 进（女）兴化市新义社区居委会
顾秀平（女）兴化市秀平北京汉釜宫餐饮加盟店
顾雪峰 兴化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高祝明 江苏兴悦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黄红粉（女）兴化市下圩镇中心校
彭光景 兴化市东方铸钢有限公司
程 平 兴化市统计局
童文波 兴化市国税局
葛兆权 兴化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董启志 兴化市开发区招商局
蒋军明 兴化市海宝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韩春景 兴化市财政局
鲍中和 兴化市缸顾乡招商办
翟晓艳（女）兴化市教育局
翟晓培（女）兴化市委组织部
谭国兰（女）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滕荣生 江苏米都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潘久平 兴化市西郊镇农业服务中心
潘宏圣 兴化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潘乾宏 兴化市周奋乡仲南村
戴日全 江苏新宏大集团有限公司
戴伯明 兴化市张郭镇赵万村
魏巧凤（女）兴化市炜泰制衣有限公司
魏民乐 五得利集团兴化面粉有限公司

劳动创造未来 奋斗成就梦想
——2018年兴化市劳动模范代表风采展

2018年兴化市劳动模范名单

李维川
兴化市沙沟镇供销合作社

李维川从事供销工作近40年，他
带领职工发扬“扁担”精神，为供销合作
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
量。沙沟镇的村民都熟记他的手机号
码，戏称他是为农服务110。他创建的
为农服务社被省、泰州市评为三星级为
农服务中心。泰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专
门行文要求全系统开展向他学习。他
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2013年入选“兴化十佳好人”。

赵阿兵
江苏恒安电力工具有限公司

赵阿兵是公司电力金具车间的技
术能手。2014年至2015年赵阿兵牵头
成立企业科技中心，并成功获得泰州市
经信委颁发证书。两年间，公司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36项。
他个人连续两年荣获“兴化市大邹镇先
进工作者”，2016年荣获“兴化十佳金
牌工人”。

戴伯明
兴化市张郭镇赵万村

戴伯明现任兴化市张郭镇赵万村党委
书记，第十三届、第十五届市人大代表，第
十二届市党代表。任职以来，他因地制宜，
发展能人经济，壮大民营工业，引领赵万村
步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他先后获
评“兴化市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吴仁宝式
优秀村书记”、“江苏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突出贡献奖”。2017年11月赵万村被中央
文明办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

丁松
江苏苏航木业有限公司

30岁的丁松现任江苏苏航木业、苏影
影视道具、南京苏知航信息科技等4家公
司的总经理。他利用“互联网+木船行
业”，让竹泓木船的年产销额，从三四千万
元飙升至几亿元，产品也从10多种扩大到
了70多种以上，让家庭式作坊的国家非遗
真正产业化，远销世界各地。获评“泰州
市十大青年企业家”。

李文华
兴化市泓林果蔬专业合作社

李文华现是兴化市泓林果蔬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合作社主营果蔬粮食种植，合
作社成员户均纯收入6.12万元，超过当地
农民30%以上。合作社拥有“春雨心情”、

“林湖秋色”两大自主商标，并被认定为“江
苏省著名商标”，合作社产品获得绿色食
品标志，评为“江苏省名特优产品”。
2014~2016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兴化市
十佳示范合作社”。

翁立萍
兴化市人民检察院

作为“小翁姐姐”青少年维权热线的
负责人，面对失足青少年，她不放弃不歧
视，一次次上门帮教，一趟趟为其奔走。
近两年来，共帮助16名帮教对象重返课
堂，其中1人考上本一院校。她先后获
评“中国好人”、“江苏好人”、“江苏好青
年”、“泰州市十行百星政法之星”、“泰州
十佳巾帼维权卫士”、“兴化撤县建市三
十周年建设功臣”、“2016兴化年度人
物”等荣誉。

沈大华
兴化市救助管理站

沈大华投身民政工作30多年来一直
工作在第一线，他用真情温暖着每个流浪
人员，用爱心浇筑着救助管理之路。近三
年来，共救助了1500余名救助对象，其中
精神异常160多人，通过网上寻亲，主动
寻亲，全部帮助他们找到了家人，无一人
滞留，在泰州地区首屈一指。单位先后受
到市委、市政府以及民政局表彰，个人获
评“泰州市第五届第二批我最喜爱的共产
党员”。

吴玲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吴玲是兴化市戴泽中学英语教师，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第七、第八批优秀援藏专业人
才，现任教于拉萨江苏实验中学。2012年
和2015年两次被评为“兴化市教育系统优
秀共产党员”。2015年8月由江苏省委组织
部选派援藏；2016年7月，被拉萨市委表彰
为“拉萨市优秀援藏干部”；2016年9月，被
泰州教育局表彰为“泰州市先进援教工作
者”；2017年7月，被拉萨市委表彰为“拉萨
市优秀援藏教师”。

张艮华
江苏顶能食品有限公司

自2008年担任公司生技部长以来，
张艮华先后主持、参加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星火计划、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资金等23项项目，参加研究的大麦叶
增值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评
为2016年江苏省科技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他任职期内企业获得各项授权专利
35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