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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QRS男，汉族，1973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现任仪征市供电公司配电运检
中心主任。他负责全市配电农网
建设管理工作，从事配电线路专
业 23年，制定一流配电网建设
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配电农网
施工难题 16项；研制电缆弯曲
工具、金属顶杆等 10余种施工
工器具，获江苏省电力公司群众
性技术创新奖等 26项成果；作
为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主持
攻关技术课题 21项。他先后被
授予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和
江苏省文明职工、技术能手、五
一创新能手称号；获评扬州市首
届“十大工匠”，获得“扬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被表彰为江苏省
电力公司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
员和服务之星，拥有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9项。

2!2TUS男，汉族，1985年
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上
汽大众仪征分公司油漆车间维
修经理。他以创新理念推进
TPM 全面提升，设备开动率
OEE从 91.5%提升至 95%；通过
优化 Dryscrubber系统设备参数
和干式过滤膜国产化，年节约费
用近 200万元；他提出的 6M 维
修管理理念，保障了年度降本目
标圆满达成；持续推进全员改善
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实现阶段性
优化 14个作业岗位 （预计到
2022年底可实现优化 30岗）；攻
克节拍设计瓶颈，使节拍从每小
时 60台提升至每小时 64台。近
年来，他带领团队多次在合理化
建议、改善案例、创新降本方面
取得佳绩，共参与实施了推进垄
断备件替代、报交线岗位优化、
能源模式优化等 20余项优秀改
善案例，并荣获“扬州市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大众奖章、精益改
善优秀奖、KVP改善案例金奖等
荣誉。

3!VQW，男，汉族，1976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扬州东
升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主管。2008年以来，他先后主
持多次项目技术创新研究，累计
获得了 8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 2
项发明专利。他负责的商用车稳
定杆项目不仅在国内市场排名
第一，而且还成功进入了欧、美、
日等全球顶尖汽车商产品供应
体系，如德国 Daimler、VW、MAN、
VOLVO等。作为商用车稳定杆
行业标准的主起草人，他完成了
标准的制定和申报，并于 2016
年在国家工信部发布。多年来，
他帮助扬州东升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从一个小型企业发
展为行业龙头企业，成为国内外
一流商用汽车制造企业的优秀
供应商。2018年，他被授予仪征
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4!XYZ，男，汉族，1978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江苏
惠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年，他投身黑莓产业，创建
百汇园黑莓产业园，先后举办了
四届黑莓采摘文化节，每年吸引
游客 8万余人，有效带动了当地
旅游经济发展，并使公司迅速发
展成为国内黑莓产业的领军企
业。2017年，他主导投资建设的
黑莓深加工基地，实现了产业连
环贯通，消除了周边果农及果品
企业鲜果积压，弥补了产业短
板，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增加
了周边农户收入。他先后被授予
仪征市劳动模范、扬州市科技企
业家、扬州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荣誉称号。

5![\，男，汉族，1971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
任仪征上汽赛克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2004年以来，他先后主
持多次信息服务平台创新研究，
获得了 8项国家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1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经
营生产领域，他狠抓标准化作
业，推进精益物流，同时应用新
技术、物流智能化，通过 AGV机
器人配送，PTL按灯系统以及
EAPER扫描，提升运作效率，继
2012年以绿灯通过 KQS预审
后，2019年又以 92分的成绩通
过，成为全新标准下获得大众中
国区最高得分的运作点。面对
2019年汽车市场波动，他以积极
的心态迎接市场的变化，紧紧围
绕“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
观，大力开拓业外市场，设立网
络运输网点，拓宽专线能力。他
先后被授予扬州市科技企业家、
仪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6!]^P，男，汉族，1970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现任昕诺飞工业（中国）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行政经理、工会
主席，“扬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他为员工办好事、办实事，
被员工亲切称为“最可爱的娘家
人”。他每月组织多层次员工座
谈会，实行会员评价机制，员工
满意率均在 95%以上。他坚定维

护员工合法权益，每年坚持签订
“三项合同”、定期开展工资协
商，员工收入实现了“翻两番”目
标。他完善员工各项福利，实行
每年免费旅游、体检，改善劳动
环境，建立了员工大病救助基
金。2014年公司工会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评为“模范职工之家”，公
司党总支连年被上级党组织评
为优秀党支部。在疫情防控攻坚
战中，外方总经理身在国外，他
代表外方为企业复工复产准备
各项资料和物资，为员工筹集防
护用品，保障了企业如期顺利开
工。同时，组织党员踊跃捐款，由
于工作出色，被外方总经理授予

“总经理特别奖”。

7!_`a，女，汉族，1969年
5月出生，大专学历，现任扬州
大阳日酸半导体气体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她是公司落户仪征后
的第一名员工，凭借出色的工作
能力和业绩，历经多岗位锻炼成
长为公司骨干。作为企业的管理
层，她重视团队建设，积极引进
优秀年轻人才，组建专业化生产
技术团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保障，也有效带动了本
地就业。她时刻关心企业所在区
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参加
各类活动，作为人大代表积极建
言献策，主动倾听周边群众的意
见。作为仪征市妇女代表,她踊
跃为基层妇女发声,较好地发挥
了女职工的“半边天”作用。她积
极协调外方与地方关系，让集团
管理层充分感受到了地方政府
优质的服务与良好的政商环境。
集团于 2017年在扬州化工园区
新增投资 9153万美元新建二期
项目，目前项目已处于试生产阶
段。2018年,她被授予仪征市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

8!bc，男，汉族，1986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
任江苏华纳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部门主管，“扬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他时刻牢记自己的
使命和责任，带领 100多人的项
目管理团队及近千人的专业施
工团队，连续三年创造年增 20%
的佳绩。他积极开展管理创新，
从标准化项目部建设入手，组织
团队编制全套的《精细化项目管
理手册》及实施细则，对标同行
央企，引进全新的管理理念，将
项目管理做到标准化、规范化、
科学化，树立了行业的品牌形
象。他根据新进员工特长确定培
养方向，为公司培养了 10多个
年轻的项目经理，20多个专业
技术骨干，改善了公司的人才结
构，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
实保障。2019年，他带领安装团
队归纳总结多年来项目施工成
果和施工工法，为公司创建高新
技术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9!de，男，汉族，1979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
任仪征市真州镇永庆村党总支
书记。他严格规范执行党内各项
组织制度和基层民主管理制度，

注重发挥青年党员的作用，成立
“青年辅学团”，每月上门辅学。
他紧抓发展脉搏，多方筹措，新
建村三产经营用房，累计新增面
积近 7600平方米，累计提升村
里集体经济收入 100多万元。
2019年底，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459.1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8352元。他重点对低收入农户
开展结对帮扶，帮助就业、就学，
截止 2018年底，全村 5户低收
入农户全部脱贫。他带领村“两
委”成员在服务城市园区暨项目
建设工作中屡获先进单位称号。
村先后获评江苏省民主法治示
范村、江苏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村、江苏省文明村、扬州市百强
村。2018年，他被授予仪征市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

10!2fg，男，汉族，1974
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现任仪征市真州镇清水湾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10
年，他联合 95户农民成立专业
合作社，以基地形式创办了特种
水产品养殖场，成为仪征农业科
技推广黄颡鱼苗种培育基地；为
提高生态养殖效益，他利用水域
延伸地带进行苗木栽植培育，双
效提高生产，带动联合体增收。
2013年，他成立了仪征市轩轩鱼
种场，倡导“市场带基地，基地联
农户”的发展策略，辐射周边水
产养殖农户 1506户，为合作的
农户提供优质种鱼、饲料及技术
指导，协助农户销售水产品，以
代购代销方式带动农户发展，得
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他先
后被授予“扬州市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仪征市 510农业实用
人才”等荣誉称号。

11!]hi，男，汉族，1965
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现任仪征市人民医院骨科主
任。他所带领的骨科团队是扬州
市重点专科，专业水平领先于同
级医院。2019年，他领衔成立劳
模创新工作室、名医工作室，在
援陕工作中，主导成立吴堡县医
院—仪征市人民医院远程会诊
中心。疫情发生后，他积极投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他主导
开展了多项新技术，在国内率先
引进、开展 SuperPATH微创髋关
节置换术，荣获扬州市医学引进
一等奖、扬州市职工十大科技创
新成果、中华医学会第 21届骨
科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他
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
篇，江苏省卫生科研基金课题 1
项，被聘为中国康复医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扬州市运动医学副主
任委员，被评为扬州市科教兴卫
工程重点人才。2018年，他被授
予江苏省优秀医师、仪征市先进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2!jkl，男，汉族，1970
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现任国家税务总局仪征市税
务局马集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
分局长。他在基层工作近 30年，

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
力量。他务实求进，通过实施科
学化税源分析和精细化户源管
理，2019年共组织税费收入超
20亿元，落实各类减税降费达
1.8亿元；他善于创新，主导的创
新项目“融 e站”在地方产生影
响力，创设的“54321”工作法在
扬州市税务系统党建论坛上推
广；他倾心为民，疫情期间，积极
运用大数据和“非接触式”办税
方式助力 43家重点企业复工复
产，对辖区内 15000多户纳税人
做到税费优惠政策宣传和落实
全覆盖。他连续多年获得扬州市
税务局嘉奖，多次被表彰为优秀
共产党员、荣立三等功，2017
年，他被仪征市委授予基层党建
工作贡献奖。

13!bmn，男，汉族，1972
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现任仪征市民政局联合党支
部书记、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婚
姻登记处主任、救助管理站站
长。他创新“暖心民政”服务品
牌，情系养老事业，与市中医院
合作建立护理院，率先开启“医
养康”融合新模式，社会福利中
心创成省级示范性养老服务机
构；他创新设立婚姻家庭辅导
室，成功调解离婚纠纷 2000多
对，使 1500多个家庭破镜重圆，
率先创成首批国家 3A级婚姻登
记机关；他真情服务，先后救助
2500多人次，帮助 200多名流浪
乞讨人员重新找到温暖的家。他
负责的一个真实救助事例拍摄
成微电影《回家》，被民政部和省
民政厅宣传转载，“刑事追责”推
进未保法制化进程案例被央视
《今日说法》栏目播出，其典型经
验被《江苏民政》刊登。他先后被
授予首届江苏省最美社工、仪征
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4!opR，男，汉族，1969
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现任仪征市陈集镇政法委副
书记、司法所所长、综治办副主
任、村建所所长。他长期工作在
基层一线，从事矛盾纠纷化解、
村镇建设管理等工作，每年化解
各类矛盾 200多件，其中疑难复
杂案件 40多件，矛盾化解率
98%以上，未发生一起民转刑等
重大案件。近三年来，在农户搬
迁进镇工作中，矛盾纷繁复杂，
他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得
到群众的认可，未发生一起信访
和投诉事件，顺利安置搬迁农户
近千户。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主
动投入战疫一线，负责企业和建
筑工地疫情防控，在一次前往某
工地对接外地来仪人员隔离工
作时不慎摔倒，导致骨折。卧床
休息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身职
责，仍然操心工作事务。他在工
作上的兢兢业业、不计名利深受
全镇上下好评，他先后被授予扬
州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仪征市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被省高级
人民法院、司法厅表彰为先进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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