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全国林草系统劳动模范拟表彰对象名单 

（118 人） 

 

北京市  

杨友海 北京市东城区绿化二队班长 

陈京友 北京市海淀区林业工作总站中级工 

天津市  

苏金龙 天津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高级工 

周艳东 天津市蓟州区林业资源保护开发服务中心九龙

山林区资源保护开发管理所护林员 

河北省  

房利民（满族）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办公室主任 

刘志军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王海东（满族）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场长 

山西省  

吕春社 阳城县国营林场场长 

冯保平 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秋千沟林场技师 

内蒙古自治区  

李永乐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林场高级技师 



王虎根        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包头分

局五当召管理站中级工 

李  东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哈拉乌

管理站高级技师 

辽宁省  

魏占国（满族）    辽宁省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实验林场高级工 

张东良 抚顺市自然资源局高级工 

赵晓明 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连山分局技师 

吉林省  

杨义勇 吉林省长白森林经营局横山林场场长 

李广海         吉林省上营森林经营局营林处处长 

黑龙江省  

宋艳民         黑龙江省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宾西示范

林场技师 

刘鹏程 牡丹江市直属机动森林消防大队队员 

刘士辉 黑河市机械化消防大队副大队长 

上海市  

蒋  飞（女） 上海前卫柑桔有限公司总经理 

毛正平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江苏省  

陈  林 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级工 

范双虎 南京市溧水区林场党委委员 



浙江省  

林汉良 浙江聚贤盛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毛建方 宁波市林场高级工 

安徽省  

梅  生 滁州市皇甫山国有林场护林员 

易后长 含山县陶厂镇西塔行政村护林员 

王祥永 淮南市洞山林场中级工 

福建省  

赵刚源 福建省顺昌县国有林场党总支书记 

黄勇兵 福建省鑫源祥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吓俊 福建省大田桃源国有林场湖美管护站站长 

江西省  

涂峻松 资溪县两山林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小华 国营分宜县芳山林场高级工 

徐  亮 吉安市林业产业发展中心高级工 

山东省  

魏本欣 山东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祥岗 泰安市徂徕山林场茶石峪林区高级工 

李景仆 荣成市国社合营纹石滩林场场长 

河南省  

马伟涛 洛宁县全宝山林场三官庙分场中级工 

赵金亮 宝丰县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谷正军 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高级工 

湖北省  

蔡维金 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章松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技师 

张炎元 神农架林区新华林场郑家河护林站站长 

湖南省  

黄蔚谷 浏阳市金刚镇护林员 

吴树养（瑶族） 湖南省汝城县大坪国有林场护林员 

龚粤民 益阳市林业局高级工 

广东省  

郭华良 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护林队长 

李伯荣 广东省沙头角林场管护中心副主任 

陈楚民 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王文成 广西国有六万林场森林消防员 

代华兵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院长 

莫艺辉 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生态保护修复中心副主任 

海南省  

陈宗铸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森林资源研

究所所长 

余长龙 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市  

陈  旭 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高级工 

冉隆荣 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林场中级工 

陈太忠 城口县林业局高级工 

四川省  

张其华 甘孜州新龙国有林保护管理局阿色林场场长 

唐忠良 资中县国有林场高级工 

贵州省  

王宏伟 泰盛（贵州）竹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传文 兴义市生态公益林管护中心中级工 

乔  良 贵州省国有龙里林场中级工 

云南省  

杨李迎（彝族）     普洱市景东林业局局长助理 

刘  波（纳西族） 丽江市古城区营林站高级工 

勾章明 临沧市双江自治县勐库古生茶树群落保护管理

所所长 

西藏自治区  

土旦江层（藏族）   西藏自治区林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 

杨小强（藏族）     八宿县林业和草原局中级工 

陕西省  

黄世策 柞水县乾佑河国有林场高级技师 

刘长荣 陕西省宁东林业局局长 



雷晓红 渭南市华州区林业工作站技师 

甘肃省  

何小荣 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级工 

叶尔保力 

（哈萨克族）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林业生态工作站造林资

源和荒漠化防治股股长 

徐韶波 临夏回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勘察设计队

工程师 

青海省  

保善莲（女）       西宁市大通县实验林场高级工 

王承隆（藏族）       海北州门源县草原站中级工 

何世燕（女，藏族）   海南州贵南县茫曲镇生态管护站技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  斌（满族） 银川市览山公园技师 

徐秀琴（女） 固原市六盘山林业局营林科副科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帕提古丽·亚森 

（女，维吾尔族）   

且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高级工 

马辉明（回族） 乌鲁木齐县绿化管理站高级工 

努尔莫哈米提·乌

曼别克（哈萨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

尼勒克分局应急分队队长 

 

新疆建设兵团 

 



李健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二团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护林员 

赵建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三团农业发

展服务中心护林队队长 

内蒙古森工集团  

慈勤智 莫尔道嘎森林工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丛明 中国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

团管理部部长 

张  伟 中国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森

林经营部副部长 

岭  松（蒙古族） 中国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

展规划部生态项目科主管 

梁学博 图里河森林工业有限公司森林经营管理部

部长 

邢玉宝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国土调查

测绘室主任 

张春霞（女） 库都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正高

级工程师 

吉林森工集团  

孙颖奇 吉林森工红石林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总经理 

王尽晖（满族）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大海 吉林森工露水河林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  波 吉林森工临江林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永涛 吉林森工湾沟林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曹  钢 吉林森工泉阳林业有限公司综合调查设计处

主任 

龙江森工集团  

吴文忠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张德军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高汉坤 黑龙江省鹤立林业局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

部长 

聂维良 黑龙江省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

部长 

谷彦昌 黑龙江大沾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科研科科长 

戴  福 黑龙江省穆棱林业局有限公司森林资源培

育部部长 

李  华（女） 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马延玲（女） 黑龙江省双鸭山林业局有限公司青山经营

所副所长 

长白山森工集团  

毕景波 安图林业有限公司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局省级机动森林消防专业队队长 

王启东 大石头林业有限公司森林经营部科员 

张洪军 汪清林业分公司兰家林场技术员、巡护员 

韩修平 敦化林业有限公司工程设计处技术科科长 

邓松武 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苗圃育苗技术员 

王志辉 大兴沟林业有限公司林产资源开发利用厂

厂长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单位  

黄玉家（壮族） 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青山实

验场茶陋站站长 

温  晋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国家数字林业重

点实验室管理办公室主任、编审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索勇军（达斡尔族） 松岭林业局壮志林场扑火队队员 

曹志国 图强林业局奋斗林场瞭望员 

张  伟（女） 加格达奇林业局大兴安岭古里部生态旅游

公司支部书记 

李继海 新林林业局新林林场场长 

周  伟 大兴安岭集团公司产业发展处指导科副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