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焦煤发〔2019〕10 号 

 

关于表彰集团公司 2018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 

（先进）单位和模范（先进）个人的决定 
 

2018 年，集团公司所属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和山西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集团公

司“一个战略、三大目标”战略规划，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方针和“管理、装备、素质、系统”并重原则，

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建立双重预防机制，推进重大灾害治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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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基”建设，从严重奖重罚，努力实现企业安全生产稳定健

康发展，涌现出一批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

树立典型，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经集团公司研究决定：  

授予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汾西矿业集团公司、霍州煤电集团

公司、华晋焦煤公司、投资公司 5 个单位 2018 年度“安全生产

模范单位”称号； 

授予山西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省焦炭集团公司 3 个单位 2018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杜儿坪矿、山焦霍州三交河矿等 12 个单位

2018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集体”称号； 

授予山焦汾西正文煤业、山焦焦化焦化厂等 28 个单位 2018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山焦汾西水峪煤业、山焦华晋沙曲一矿等 10 个单位“六

型班组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屯兰矿综采一队李颜波班组、山焦投资正利煤

业掘进队刘陈义班组等 30 个单位“六型”建设模范班组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东曲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等5个单位模范

“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称号； 

授予山焦汾西高阳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等5个单位

模范“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称号； 

授予山焦华晋矿井督查第三组、山焦盐化安全环保动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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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等 24 个单位模范“动态检查组”称号； 

授予“五人小组”霍州管理分局吕梁李建强组等 7 个单位模

范“五人小组”称号； 

授予要华伟、韩光照等 20 名同志 2018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

工作者”称号；  

授予王涛、徐满录等 100 名同志 2018 年度“安全监管先进

工作者”称号； 

授予高继伟、刘秋生等 100 名同志 2018 年度“安全监察标

兵”称号；  

授予李新文、闫根山等 30 名同志 2018 年度“群监网员标兵”

称号； 

授予孙强龙、黄明亮等 30 名同志 2018 年度“青监岗员标兵”

称号； 

授予闫利鹏、任春华等 30 名同志 2018 年度“党员安全示范

岗标兵”称号； 

授予高秀玲、焦红华等 30 名同志 2018 年度“安全协管员标

兵”称号； 

授予张利剑、单爱国等 150 名同志 2018 年度“六型建设模

范班组长”称号； 

授予要福生、武金福等 40 名同志 2018 年度“动态检查先进

个人”称号； 

授予王永魁、张建军等 30 名同志 2018 年度“五人小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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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先进）单位 

和模范（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一、安全生产模范单位（5 个）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二、安全生产先进单位（3 个）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安全生产模范集体（12个） 

山焦西山：（4 个） 

杜儿坪矿、马兰矿、东曲矿、屯兰矿 

山焦汾西：(3 个） 

水峪煤业、双柳矿、贺西矿 

山焦霍州：(3 个） 

李雅庄煤矿、三交河煤矿、薛虎沟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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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华晋：（1 个） 

吉宁煤业 

山焦投资：（1 个） 

正利煤业 

四、安全生产先进集体（28个） 

山焦西山：（6 个） 

斜沟煤矿、登福康煤业、晋邦德煤业、马兰矿选煤厂、煤气

化公司、武乡西山发电公司 

山焦汾西：（7 个） 

正文煤业、香源煤业、和善煤矿、化工公司、介休洗煤厂、

矿山救护大队、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 

山焦霍州：（6 个） 

回坡底煤矿、丰峪煤业、晋北煤业、云厦建筑公司、辛置矿

洗煤厂、煤炭资源申办办公室 

山焦华晋：（2 个）  

沙曲二矿、明珠煤业 

山焦焦化：（2 个） 

焦化厂、铁运公司 

山焦盐化：（2 个） 

南风集团钡盐分公司 

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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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焦炭：（1 个） 

益兴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焦事业：（1 个）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集团公司：（1 个）  

山西焦煤技师学院 

五、“六型”班组建设先进集体（10个） 

山焦西山：（2 个） 

西曲矿、镇城底矿 

山焦汾西：（2 个） 

水峪煤业、两渡煤业 

山焦霍州：（2 个） 

干河煤矿、店坪煤矿 

山焦华晋：（1 个） 

沙曲一矿 

山焦焦化：（1 个） 

苯精制厂 

山焦盐化：（1 个）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山焦焦炭：（1 个） 

益隆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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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型”建设模范班组（30个） 

山焦西山：（8 个） 

西铭矿掘进二队程红军班 

杜儿坪矿综采三队检修班尹耀班 

马兰矿掘进六队张玉红班 

东曲矿综采一队刘斌班 

屯兰矿综采一队李颜波班 

斜沟煤矿综采准备一队李宇班 

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一期二值 

铁路公司古交机务车间乘务丙班 

山焦汾西：（6 个） 

高阳煤业综采一队李伟兵班组 

柳湾煤业综掘一队姚玉军班组 

双柳煤矿开拓三队郭俊兵班组 

贺西煤矿巷修队刘喜福班组 

孝义公司正文煤业综采队贾淑云班组 

两渡煤业综采队郭金虎班组 

山焦霍州：（6 个） 

辛置煤矿掘进三队樊伟东班组 

庞庞塔煤矿综放一队闫瑞华班组 

腾晖煤业掘一队王祥威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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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钜公司下料车间女子数控班组 

吕梁洗煤厂尾煤车间齐光辉班组 

团柏煤矿综掘一队邢建堂班组 

山焦华晋：（3 个） 

沙曲一矿综采一队张子龙班组 

沙曲二矿掘进二队高肖亭班组 

明珠矿综采队杨显成班组 

山焦投资：（1 个） 

正利煤业掘进队刘陈义班组 

山焦焦化：（2 个） 

甲醇厂二合成车间工艺丙班 

焦化厂第一炼焦车间工艺丙班 

山焦盐化：（2 个） 

四川蓉兴公司矿山车间机电班 

安徽安庆南风日化公司洗衣粉车间生产班 

山焦焦炭：（2 个） 

益兴公司炼焦车间热工工段 

益隆炼焦车间热工工段 

七、模范“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5 个） 

山焦西山镇城底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山焦西山东曲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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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汾西水峪煤业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山焦霍州李雅庄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山焦华晋吉宁煤业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八、模范“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5 个） 

山焦西山西铭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 

山焦西山马兰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 

山焦汾西高阳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 

山焦霍州三交河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 

山焦华晋沙曲一矿工会协管服务站 

九、模范“动态检查”组（24 个） 

山焦西山：（2 个） 

官地矿安监处“动态检查”组 

安监局“动态检查”组 

山焦汾西：（2 个） 

汾西矿业第一督查组许荣宽动态检查组 

汾西矿业第四督查组李朝良动态检查组 

山焦霍州：（2 个） 

生产部动态检查组 

吕临能化公司安全生产部动态检查小分队 

山焦华晋：（1 个） 

矿井督查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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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投资：（1 个） 

安全生产井下动态检查组 

山焦焦化：（1 个） 

第一安全包保督察组 

山焦盐化：（1 个） 

安全环保动态检查组 

山焦焦炭：（1 个） 

生产指挥中心园区调度动态检查组 

山焦事业：（1 个） 

公共事业系统第二检查组 

山焦机关：（12 个） 

安全管理系统动态检查组 

生产系统动态检查组 

机电运输系统动态检查组 

 “一通三防”系统动态检查组 

地测防治水系统动态检查组 

调度信息系统动态检查组 

基本建设系统动态检查组 

洗选行业系统动态检查组 

新产业系统动态检查组 

焦化产业系统动态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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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产业系统动态检查组 

环保系统动态检查组 

十、模范“五人小组”（7 个） 

山焦西山：（1 个） 

“五人小组”西山管理分局第一组 

山焦汾西：（2 个） 

 “五人小组”汾西管理分局第一组 

 “五人小组”汾西管理分局第四组 

山焦霍州：（2 个） 

“五人小组”霍州管理分局晋南张常胜组   

“五人小组”霍州管理分局吕梁李建强组  

山焦华晋：（1 个） 

“五人小组”华晋监管组 

山焦投资：（1 个） 

“五人小组”投资监管组 

十一、安全生产模范工作者（20名） 

山焦西山：（5 名）  

李争春    马兰矿矿长 

要华伟    屯兰矿矿长 

杨林顺    屯兰矿选煤厂厂长 

常争峰    西山建筑集团矿建二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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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睿    安监局副局长 

山焦汾西：（4 名） 

史政浩    瑞泰公司安全副总经理 

刘  宝    中兴煤业瓦斯矿长 

王和平    新产业发展公司分管安全副经理 

刘毅勇    安监局副局长 

山焦霍州：（4 名） 

孙国庆    鑫钜公司董事长 

曲建光    庞庞塔矿矿长 

程富明    腾晖煤业矿长 

许鹏选    方山电厂总工程师 

山焦华晋：（1 名） 

毛明亮    沙曲二矿安全矿长 

山焦投资：（1 名） 

乔玉海    正益煤业地测部部长 

山焦焦化：（2 名） 

张小忠    甲醇厂厂长 

邢吾生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 

山焦盐化：（2 名） 

张  宁    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公司安全副经理 

丁爱中    安徽安庆南风日化公司安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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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焦炭：（1 名） 

韩光照    焦炭集团安监部部长 

十二、安全监管先进工作者（100 名） 

山焦西山：（15 名） 

王  涛    杜儿坪矿安监处副处长 

刘  星    西铭矿安监处副处长 

王兆常    官地矿安监处支部书记 

赵吉余    西曲矿安监处督查科副队长 

曹洪斌    镇城底矿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贾伟浩    马兰矿安监处综合科科长 

魏生喜    东曲矿调度室主任 

聂茂根    屯兰矿安全副矿长 

樊力端    斜沟煤矿安监处副处长 

刘日明    斜沟煤矿选煤厂煤质车间主任 

王启浩    西山多种经营分公司安监部部长 

梁建斌    供应分公司民爆科科长 

任毓光    公用事业分公司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连晓刚    武保处消防科科长 

赵康斌    安监局监察处副处长 

山焦汾西：（12 名） 

张晓峰    瑞泰公司正中煤业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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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枫林    孝义公司正善煤业安全经理 

景  峰    正新公司安监部部长 

董大飞    两渡煤业安全副总 

李怀渊    水峪煤业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高  翔    柳湾煤矿安监处书记 

马建忠    双柳煤矿安监处副处长 

刘大治    贺西煤矿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张耀华    介休洗煤厂安全科科长 

史洪泉    设备修造厂安全科科长 

王四保    水泥厂安监科科长 

段永胜    安监局综合处副处长 

山焦霍州：（12 名） 

徐满录    霍煤安监局副局长 

李武俊    霍煤地测部副部长 

韩会民    晋南煤业安全处处长 

张向前    吕梁山煤电公司安全处长 

罗同瑞    庞庞塔煤矿掘进矿长 

邹云锋    霍宝干河煤矿生产技术科副科长 

黄江华    晋北能化公司安全处副科长 

张建杰    团柏煤矿安全处长 

王俊芳    云厦公司安全环保监察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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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根发    鑫钜公司安质部副总 

陈海斌    应急救援中心消防队队长 

孙进军    辛置实业公司经理 

山焦华晋：（5 名） 

林  峰    安监局安全生产标准化办公室副主任 

白爱卿    沙曲一矿抽采公司主管工程师 

张文华    沙曲二矿安全副总兼安监处副处长 

田峯军    明珠矿安监处综合科科长 

费俊平    吉宁矿安监处副处长 

山焦投资：（3 名） 

武志山    公司通风部部长 

夏  智    正利安全科科长 

任  凯    正益安监部副部长 

山焦焦化：（4 名） 

亓建设    炭黑厂厂长 

程青林    机动处党支部书记、副处长 

申东光    临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副经理 

宋红慧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长 

山焦盐化：（4 名） 

王麦仓    南风化工集团元明粉分公司安全副经理 

李登峰    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公司安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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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荣    南风集团山西物流公司安全副经理 

崔  磊    南风学院副院长 

山焦焦炭：（4 名） 

左忠东    焦炭集团纪委副书记 

曹小平    益隆电气车间主任 

段  雷    益兴安监部副部长 

李亚君    理工天成项目管理部部长 

山焦事业：（2 名） 

翟培林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马韶栋    分管安全副总经理   

山焦销售：（2 名） 

孙灵生    总经理办公室行政安全科科长 

韩惠民    车队队长 

山焦公路：（1 名） 

王模壮    运输处合同主办 

山焦机电：（1 名） 

孙  学    生产基建部安全综合主管 

山焦飞虹：（1 名） 

卫学龙    质量安环部安全工程师 

山焦财务：（1 名） 

贺海柱    副董事长，担保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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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国发：（1 名） 

郭明焕    综合部总督导员 

山焦国贸：（1 名） 

史承君    化产项目部经理 

山焦租赁：（1 名） 

王  冉    风险管理部资金管理主办 

山焦金土地：（1 名） 

薛晓霞    产业扶贫部安全员 

山焦资本：（1 名） 

高  仪    投资部科员 

山焦人力：（1 名） 

任  亮    市场营销部业务经理 

集团公司机关、直属单位：（27 名） 

郝博宇    党政办公室督查信息主管 

杨士元    党政办公室党委事务秘书主管 

郭  鑫    政策研究室政策调研主管 

荀文杰    党委组织部组织主办  

冯晓东    人力资源部薪酬主管 

吕灵芝    宣传部宣传主管 

苏承慧    新闻中心专题部主管 

赵建军    监察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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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雅玲    工会女工委主任、维权部部长   

戴晓栋    团委副书记   

王晓峰    计划发展部基建项目主办 

张  进    企业管理部综合主管   

李剑锋    财务部主管   

王九娜    审计部综合业务主办   

刘晓强    审计中心副主任 

任文娟    法律事务部科员       

阎  滨    安监局主管 

郝燕超    大数据中心信息主管 

吴  丹    董监事办公室综合主管 

裴通洲    销售贸易管理局市场战略处价格主管 

田铁龙    煤炭安全监管五人管理局副局长 

李丽绒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副站长、《山西焦煤科技》总编 

薛  青    社保局医疗保险中心驻矿办事处主管 

严晓峰    社保局养老保险中心直属业务主管 

刘锁军    质量管理与监督服务中心技术部主办 

刘亚萍    机关党委、离退休处主管 

郭好好    职业病防治所主管  



 - 20 - 

十三、安全监察标兵（100 名） 

山焦西山：（23 人） 

卜如林    杜儿坪矿安监处质量科科员 

郑洪涛    西铭矿安监处安监队工长 

梁利平    官地矿安监处安监站副站长 

唐锦飞    西曲矿安监处监察科科长 

刘彩玖    镇城底矿安监处监察科长 

杨仲全    马兰矿安监处副处长兼监察科科长 

张爱军    东曲矿安监处监察科安全小分队队长 

高贵宝    屯兰矿安监处安全监察队队长 

冯  建    斜沟煤矿安监处监察队副队长 

闫海忠    义城煤业安监队安监员 

牛尚剑    临汾公司安监部部长 

栾军元    生辉煤业安监处小分队队长 

张艳海    吕梁公司安监部副部长 

李东东    亚辰煤业安监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张树林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监部部长 

郝根旺    西山金城建筑公司安监部部长 

李富君    西山金信建筑公司安全监察处安全监察员 

尹贵生    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安全部部长 

周耀富    西铭矿选煤厂安监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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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万财    太原选煤厂水洗车间安全员 

张  斌    武乡西山发电公司安健环部经理 

侯  勇    安监局监察处监察一科科员 

蔡  波    安监局监察处监察三科科员 

山焦汾西：（23 人） 

高永平    瑞泰公司正珠煤业安监处安全员 

侯冬云    孝义公司通风部通风工 

李  厂    孝义公司正文煤业安监科安全员 

闫永胜    孝义公司正旺煤业安监科安全员 

燕  高    正晖公司正佳煤业安监科安全员 

吕国华    高阳煤矿安监处井下监察科班评估员 

刘建军    水峪煤业安监处监察一科安全员 

赵子虎    柳湾煤矿安监处监察员 

常俊平    曙光煤矿安监处安全检查员 

程晓兵    宜兴煤业安监部安全检查员 

王根明    双柳煤矿安监处安全检查工 

李恒光    贺西煤矿安监处安全检查工 

齐三平    中兴煤业监察大队安全员 

杨晓东    南关煤业安监处井下监察科安全员 

吕兴茂    香源煤业监察大队安全员 

王圣陶    中盛煤业安监处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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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新    发电厂安质科科员 

栗瑞昌    化工公司配送中心安全经理 

张宏伟    供用电分公司安全科科长 

李晓刚    物资供销分公司安保科科长 

赵富林    安监局监察二处副处长 

宋俊琪    安监局直属一分局监察处长 

白侯兔    安监局直属二分局监察处长 

山焦霍州：（23 人） 

张永杰    霍州五人小组监管分局本部二组组员 

孔繁魁    应急救援中心战训科副科长 

王跃林    霍煤安监局监察一处科长 

卫振河    云厦土建分公司监察大队安全员 

杜  辉    吕梁山煤电公司安全处科员 

高秀群    店坪煤矿安检大队队长 

张虎强    木瓜煤矿安检大队队长 

张石建    方山发电厂安全科安全员 

冯小平    方山发电厂安全科技术员 

李志银    晋北煤业安全检查大队党支部书记 

宋小刚    山西汾河焦煤公司调度室主任 

郑春杰    三交河矿安全检查大队安全员 

尚廷岐    回坡底矿安全监查大队队长 



 - 23 - 

薛  睿    薛虎沟煤业安监大队队长 

薛国杰    团柏煤矿安全科副科长 

宋海宾    李雅庄煤矿安全管理科科长 

王春海    李雅庄煤矿地质测量科科长 

吴兵兵    辛置煤矿安全科科长 

郝青山    辛置煤矿调度室副主任 

徐海洪    紫晟项目部安全检查大队队长 

厉  伟    庞庞塔煤矿安全管理科副科长 

李亨亨    庞庞塔煤矿安全检查大队副队长 

刘文元    霍源通公司安全监察部部长 

山焦华晋：（8 名） 

高继伟    沙曲一矿安监处副科长 

王志文    沙曲一矿安监处安监大队队长 

郭整平    沙曲二矿安监处安监站站长 

王效清    明珠矿安监处监察大队队长 

杜温清    吉宁矿安监站站长 

李东雷    吉宁矿安监站副站长 

修继军    沙曲选煤厂安监站站长 

贾  政    瓦斯发电厂发电一车间安全员 

山焦投资：（6 名） 

张振华    正利安监队安全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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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富贵    正利安监处信息站长   

姚兴邦    正益安监部副部长  

杜根生    正益掘进队队长   

高秉权    正智总工程师    

王晓刚    正兴保卫科副科长 

山焦焦化：（6 名） 

刘君廷    焦化厂安环科安全技术员                     

刘秋生    化产品回收厂安环科安全技术员 

赵百顺    焦油加工厂安环科安全技术员 

朱佳佳    炭黑厂炭黑车间安全技术员 

李  梅    甲醇厂安环科安全技术员 

丁建民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长 

山焦盐化：（6 名） 

张文慧    西安南风日化公司生产动力保障部部长 

欧宜才    四川同庆南风公司元四车间主任 

冒建婷    昌吉南风日化公司安全生产科科员 

张  盛    淮安南风盐化工公司安全生产科科长 

王云波    贵州南风日化公司综合办公室安全副主任 

李峰波    安监局安全科长 

山焦焦炭：（5 名） 

赵  欣    益兴公辅车间综合水泵房工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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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鹏程    益隆备煤车间安全员 

刘国军    益达中心化验室主任 

白国良    益通安全员 

陈旭伟    焦炭集团生产指挥中心业务主管 

十四、群监网员标兵（30名） 

山焦西山：（9 人） 

马飞青    杜儿坪矿掘进四队群监网员 

王付江    西铭矿综采二队群监网员 

袁祯军    官地矿群监网员 

张光明    西曲矿综采二队群监网员 

杨晓明    镇城底矿通风科监控队群监网员 

李新文    马兰矿机电科内维队群监网员 

潘  斗    东曲矿机电科外维一队群监网员 

马  龙    屯兰矿通风科通风二队群监网员 

范虎伟    斜沟矿机电一队群监网员 

山焦汾西：（8 人） 

崔丁成    两渡煤业机运皮带队检修工 

姚  敏    高阳煤矿综采一队支护工 

王道杰    水峪煤业采准队安装工 

胡  龙    柳湾煤矿综采一队采煤机司机 

李  斌    双柳煤矿综采队支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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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平    贺西煤矿综采二队乳化液泵工 

孙佳保    中兴煤业瓦检队瓦斯检查工 

马光华    香源煤业抽放队抽放工 

山焦霍州：（8 人） 

徐苏亮    辛置煤矿巷修一队职工 

刘新明    李雅庄煤矿掘进准备队职工 

马宁宁    三交河矿综采一队采煤机司机 

张  磊    回坡底矿皮带队检修工 

高  强    霍宝干河煤矿群监网网长 

武红义    木瓜煤矿开拓一队职工 

黄红旗    庞庞塔煤矿掘五队掘进工 

郭立军    店坪煤矿开拓一队网长 

山焦华晋：（2 名） 

郭志文    沙曲二矿综采一队液压支架工 

宋  强    明珠矿安监处群监网员 

山焦投资：（1 名） 

闫根山    正利综采机电队长 

山焦焦化：（2 名） 

杜洪武    焦化厂第一炼焦车间调火班群监员 

韩胜利    质检中心化产品检验科群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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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青监岗员标兵（30名） 

山焦西山：（8 人） 

雷  宇    杜儿坪矿机电二队矿井维修电工 

张兴龙    杜儿坪矿掘进二队输送机司机 

刘占武    西曲矿运输一队电机车司机 

于存喜    西曲矿通风三队瓦斯抽放工 

刘  鹏    镇城底矿综掘一队电工 

薛延伟    镇城底矿综掘一队三机司机 

祁  梦    晋兴斜沟煤矿大学生综采队采掘电钳工 

吕  斌    晋兴斜沟煤矿运输队胶轮车司机 

山焦汾西：（6 人） 

孙强龙    两渡煤业开拓三队技术员 

梁  宇    高阳煤矿综掘一队技术员 

薛有为    水峪煤业综采队技术员 

胡旭辰    水峪煤业综采二队技术员 

陈  成    双柳煤矿开拓二队技术员 

张文凯    贺西煤矿综采一队技术员 

山焦霍州：（6 人） 

朱小龙    辛置煤矿掘进六队技术员  

邹跃峰    李雅庄煤矿综采队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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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琪    霍宝干河煤矿防尘队职工 

黄明亮    木瓜煤矿井下队职工 

杨亚勤    回坡底矿掘进三队电钳工 

姬涛峰    三交河矿调度工程组支架工 

山焦华晋：（2 名） 

王弥东    沙曲一矿安监处监察科监察员 

宋俊鹏    明珠矿综采队职工 

山焦投资：（2 名） 

牛三林    正利钻探队青监岗员    

王渐光    正益探水队副队长 

山焦焦化：（2 名） 

赵新亮    化产品回收厂一回收车间技术员 

禹  真    焦化厂二炼焦车间技术员 

山焦盐化：（2 名） 

陆科傧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公司西区水汽车间技术员 

葛攀胜    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公司动力车间主任 

山焦焦炭：（2 名） 

王智飞    益达销售部部长 

白  杨    焦炭集团党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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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党员安全示范岗标兵（30名） 

山焦西山：（8 人） 

郑晋鹏    杜儿坪矿抽采队观测组班组长 

刘海平    西铭矿综采一队队长 

武国智    西曲矿综采二队检修班班长 

王仲军    镇城底矿开掘准备队党支部书记 

李永峰    马兰矿安监处党总支部书记 

王海银    东曲矿掘进二队掘进二组组长 

郭瑞军    屯兰矿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 

杨  磊    斜沟矿保运一队检修班工长 

山焦汾西：（6 人） 

郭明清    瑞泰公司正珠煤业综掘队队长 

刘永强    两渡煤业综掘队党支部书记 

呼张明    高阳煤矿生产党总支书记 

王  猛    柳湾煤矿综采二队党支部书记 

巩建栋    化工公司雷管二车间党支部书记 

徐泽运    供用电分公司变修组组长 

山焦霍州：（6 人） 

常祥永    辛置煤矿安全科副科长 

刘向荣    李雅庄煤矿综采队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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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炯辰    三交河矿掘进准备队技术员 

李启锋    店坪煤矿综采队支部书记 

张顺平    庞庞塔煤矿综放准备队书记 

邰重阳    应急救援中心救护三中队队长  

山焦华晋：（2 名） 

霍源振    沙曲二矿生产办主任 

严玉清    沙曲选煤厂主洗车间主任 

山焦投资：（2 名） 

田钰龙    正益通风部副部长   

闫利鹏    正利机电队书记 

山焦焦化：（2 名） 

侯继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程师 

王  岗    焦化厂二炼焦车间安全技术员 

山焦盐化：（2 名） 

司跃民   南风化工集团元明粉分公司元明粉部安全生产科

科长 

梅自伟    四川同庆南风公司动力车间主任助理 

山焦焦炭：（2 名） 

赵  军    焦炭集团党工部业务主管 

任春华    益兴化产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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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安全协管员标兵（30名） 

山焦西山：（10 人） 

李春娥    杜儿坪矿安全协管员 

杨春丽    西铭矿安全协管员 

杨  丽    官地矿安全协管员 

董  瑛    镇城底矿安全协管员 

张秀琴    西曲矿安全协管员 

刘秀平    马兰矿安全协管员 

程素珍    屯兰矿安全协管员 

石仙红    东曲矿安全协管员 

闫速杰    东曲矿安全协管员 

吴风莲    斜沟矿安全协管员 

山焦汾西：（8 人） 

高秀玲    两渡煤业上机电队工人 

李俊敏    高阳煤矿安全协管员 

梁爱玲    水峪煤矿家属委员会协管员 

刘海花    柳湾煤矿机修厂机电系统 

王素霞    双柳煤矿选煤厂工人 

刘海玲    贺西煤业运输科干事 

孙晓东    中兴煤业生活调度中心调度员 

王  倩    发电厂燃料部输煤系统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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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霍州：（8 人） 

王  彬    店坪煤矿工女工协管员     

闫  婧    木瓜煤矿女工协管员 

焦红华    三交河矿机分厂电钳工 

周国艳    霍宝干河煤矿工会干事 

杜女娃    李雅庄煤矿井口安全协管站协管员 

陈  燕    辛置煤矿居委会主任 

李水川    丰峪煤业女工协管员 

孟爱平    庞庞塔煤矿井口女工协管 

山焦华晋：（2 名） 

任志芳    沙曲一矿家属协管员 

李春红    吉宁矿女工协管员 

山焦焦化：（2 名） 

张  黎    铁运公司女工委员         

陈喜巧    化产品回收厂污水处理车间工艺主任     

十八、“六型”建设模范班组长（150名） 

山焦西山：（48 人） 

曹  帅    杜儿坪矿掘进二队工长 

肖海海    杜儿坪矿安装一队工长 

潘  明    杜儿坪矿机电三队工长 

程红军    西铭矿掘进二队丙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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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岗    西铭矿掘进三队检修班班长 

陈旺庆    西铭矿掘进一队丙班班长 

赵燕青    西铭矿选煤厂运销车间材料组组长 

白志平    官地矿综采一队班长 

王道原    官地矿准运科二组班长 

李志峰    官地矿通风科二队班长 

栗进强    官地矿选煤厂准备车间生产丁班班长 

武韩飞    官地矿选煤厂主洗车间生产甲班班长 

续小虎    西曲矿综采准备队班长 

胡利军    西曲矿掘进科掘进二队班长 

王献伟    西曲矿工程科工程四队班长 

郭卫华    西曲矿通风科通风三队班长 

许  栗    西曲矿选煤厂主洗车间生产一队班长 

高文平    镇城底矿综采一队班长 

白新明    镇城底矿开拓二队班长 

狄  军    镇城底矿综掘一队班长 

梁小燕    镇城底矿选煤厂煤质科班长 

段文成    马兰矿采煤组综采二队班长 

杨国云    马兰矿工程一区掘进三队班长 

郝乃军    马兰矿采煤组综采三队班长 

和海云    马兰矿选煤厂主洗车间检修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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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保    东曲矿综采一队班长 

王美国    东曲矿综采三队班长 

张  忠    东曲矿掘进二队掘进四组班长 

张旭峰    东曲矿运输科运输三队班长 

何同江    东曲矿选煤厂主洗车间管铆班班长 

卢建云    屯兰矿综采一队班长 

王振芳    屯兰矿掘进二队班长 

郑俊德    屯兰矿安监处监察队班长 

宋万利    屯兰矿选煤厂洗煤车间班长 

徐红波    斜沟矿综采一队丙班班长 

刘放放    斜沟矿大学生综采队甲班班长 

张建功    斜沟煤矿选煤厂生产技术科调度二班 

刘树茂    斜沟矿安装二队丙班班长 

武小龙    太原选煤厂电气公司电气班班长 

侯  红    机电厂下料车间机加工组组长 

苏保玉    金城建筑公司机电安装公司电气组组长 

刘诚谦    金信建筑公司安装公司电工班组组长 

刘利银    公用事业分公司后勤维修中心组长 

邓旅敏    煤气化焦化一厂焦化车间调火工段工段长 

高俊伟    物资供应分公司修造厂支柱生产班组长 

李会文    武乡西山发电公司发电运行部二值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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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伟    五麟煤焦公司炼焦车间炼焦工段工段长 

李  健    西山铁路公司前山工务车间道口工区工长 

山焦汾西：（32 人） 

李建军    孝义公司正文矿综掘队生产班班组长 

高振华    两渡煤业公司综掘队生产班班组长 

郭福旺    两渡煤业机运皮带队生产班班组长 

郭金虎    两渡煤业综采队生产班班组长 

王  帅    高阳煤矿开拓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张志红    高阳煤矿开拓三队生产班班组长 

王二兵    高阳煤矿开拓一队生产班班组长 

王红亮    高阳煤矿综掘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郭彦亮    高阳煤矿综掘一队生产班班组长 

张红彪    水峪煤业综采一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张利剑    水峪煤业综采二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王志学    水峪煤业采准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耿  凯    水峪煤业综掘一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任赵平    水峪煤业综掘二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曹永红    水峪煤业开拓二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郭全林    柳湾煤矿综采二队检修班班组长 

赵云龙    柳湾煤矿掘进准备队检修班班组长 

刘海山    柳湾煤矿综掘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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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军    柳湾煤矿开拓一队生产班班组长 

张文龙    柳湾煤矿开拓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陈  凯    双柳煤矿开拓三队生产班班组长 

亢晓强    双柳煤矿综采队生产班班组长 

王高鹏    双柳煤矿开拓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路正伟    贺西矿综掘一队生产班班组长 

姚团林    贺西矿综采一队生产班班组长 

张玉军    贺西矿开拓三队生产班班组长 

王守富    营运分公司机务段柳湾调车组司机长 

郭  栋    洗煤厂两渡运营部生产乙班班长 

景  磊    设备修造厂重型装备车间班组长 

李永红    发电厂检修部热工班组长 

阴红晴    化工公司雷管一车间焊接组组长 

雷  鸣    工程公司安装第一项目部班组长 

山焦霍州：（32 人） 

赵志鹏    辛置煤矿安装队赵志鹏班组长 

张会玲    辛置煤矿掘进一队张会玲班组长 

张李学    辛置煤矿运输二队张李学班组长 

孟建兵    李雅庄煤矿综采队孟建兵班组长 

单爱国    李雅庄煤矿掘进一队单爱国班组长 

许玉记    李雅庄煤矿掘进二队许玉记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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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平    团柏煤矿综采二队机电班组长 

王朋方    团柏煤矿开拓三队生产班组长 

马华耀    紫晟项目部开二队马华耀班组长 

张晓双    紫晟项目部通风队张晓双班组长 

李富耀    三交河矿回采准备队班组长 

袁春龙    三交河矿掘进三队班组长 

王建利    三交河矿通风区监测队班组长 

卫红喜    回坡底矿综采一队班组长 

谭国平    回坡底矿掘进二队班组长 

辛志平    霍宝干河煤矿综掘二队班组长 

王林峰    霍宝干河煤矿通风队班组长 

马  泽    木瓜煤矿开三队班组长 

周银奎    木瓜煤矿安装队班组长 

刘天贵    店坪煤矿开拓二队班组长 

刘进峰    店坪煤矿通风队班组长 

郭国防    庞庞塔煤矿开一队郭国防班组长 

孔辉辉    庞庞塔煤矿掘五队孔辉辉班组长 

王书明    吕临能化项目部铁路组组长 

朱  红    晋北煤业掘一队班组长 

杨军宝    晋北煤业皮带队班组长 

卫碾娃    薛虎沟综采队卫碾娃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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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中    辛置煤矿洗煤厂一车间李怀中班组长 

蒋连民    三交河矿选煤厂浮选车间班组长 

张伟华    鑫钜出行公司调度客服班组班组长 

段芝平    方山发电厂运行部班组长 

崔红云    霍源通机电修造分公司机电修配厂厂长 

山焦华晋：（10 名） 

李虎明    沙曲一矿综采准备队班组长 

冯伏珍    沙曲一矿掘进一队班组长 

李怀德    沙曲二矿综采一队班组长 

高肖亭    沙曲二矿掘进二队班组长 

李焕仓    明珠矿通风队班组长 

张海林    明珠矿综掘队班组长 

周同林    吉宁矿综采班组长 

牛永亮    吉宁矿掘进二队班组长 

乔  富    沙曲选煤厂水电暖车间电工检修班二班长 

武海斌    瓦斯电厂发电一车间检修班班长 

山焦投资：（3 名） 

田明明    正利综掘三队班组长    

黄建明    正利综掘一队班组长    

宋英杰    正益皮带队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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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焦化：（10 名） 

郭世杰    焦化厂二炼焦车间工艺丙班值班长                 

吉秀峰    焦化厂输焦车间工艺乙班值班长 

许雪宝    化产品回收厂三回收车间工艺乙班值班长 

赵文兵    甲醇厂第二净化车间工艺乙班值班长                    

杨怀明    焦油加工厂沥青油库车间工艺甲班值班长           

周  庆    电气公司焦化电气维修车间 PLC 班班长                            

贾亚军    德力信公司甲醇仪表车间维修一班班长             

晋洪耀    铁运公司机务段乙班班长                     

杨庆华    建安公司化产品回收检修车间污水处理维修班

班长   

范春梅    质检中心质量监督综合科监督抽查组组长       

山焦盐化：（10 名） 

郭  王    南风化工集团元明粉分公司安全管理班长 

李  明    南风集团钡盐分公司硫化钡车间修理班长 

董志高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公司东区液洗车间班长 

唐  波    本溪经济开发区南风日化公司装卸队长 

丁德功    运城盐湖旅游开发公司工程设备部班长 

周  峰    公用事业部物业主管 

李  林    北京南风欧芬爱尔日用化学品公司班长 

文  晨    西安南风牙膏公司牙膏销售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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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利    西安南风日化公司制皂车间成型班班长 

张万平    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公司机动部水汽班班长 

山焦焦炭：（5 名） 

范永宽    益兴炼焦电工工段长 

王加帜    益隆化产车间粗苯、库区工段长 

胡  静    益达中心化验室班长 

李志国    益通货装负责人 

曹德明    综合服务开发公司管理部部长 

十九、“动态检查”先进个人（40 名） 

山焦西山：（6 人） 

要福生    生产技术处开掘科科长 

伊建宏    机电处设备科科长 

文  崇    通风处通风瓦斯科科长 

马  菲    地质处农工科科员 

杨  威    安监局综合处科长 

李明峰    安监局技术培训处科长 

山焦汾西：（6 人） 

闫志杰    安监局监察一处副处长  

王有宇    安监局综合处副处长 

薛林辉    生产处班组建设科副科长 

欧阳昕    机电处大型设备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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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义    通风处防突科科长 

杨立彪    地测处物探科科长 

山焦霍州：（6 人） 

王全珍    霍煤安监局监察二处处长 

陈文岗    霍煤通风部副部长 

张  明    霍煤环保处科长 

苏  晨    霍宝干河煤矿地质测量科科员 

高卫军    辛置煤矿安全处安全员 

和科研    庞庞塔煤矿生产科副科长 

山焦华晋：（2 名） 

孙文革    安监局副局长、监察处处长 

武金福    生产处主任工程师 

山焦投资：（1 名） 

赵  义    正利煤业采煤副总工程师 

山焦焦化：（3 名） 

武普俊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长  

郭新伟    炭黑厂厂长 

董双穴    铁运公司安全技术科副主任科员 

山焦盐化：（3 名） 

卫印红    电力分公司安全副经理 

杨兴国    公用事业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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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鹏    安监局副局长 

山焦焦炭：（2 名） 

宁李辉    焦炭集团安监部安监员 

王  耀    益隆生产管理部部长 

山焦事业：（1 名） 

李慧卿    管理部科员 

集团公司机关、直属单位：（10 名） 

边树鹏    生产技术部技术主管 

田  军    机电部机电主管 

宋以斌    通风部主办 

许龚颜    资源地质部水文地质与瓦斯地质主管 

任国珍    调度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治军    煤炭洗选加工部选煤主管 

周建军    环保部技术主办 

张志明    新产业发展局产业技术处主管 

赵克俭    焦化产业局生产技术部部长 

赵晨星    电力产业局主办 

二十、“五人小组”先进个人（30 名） 

山焦西山：（8 人） 

郝俊忠、张  将、张  旭、郭  超、方  明、李晓刚、王兴

义、张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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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汾西：（10 人） 

樊富强、张建军、陶  伟、郭相海、林利军、任锦华、马高

明、郭小将、杨竞巍、贾若凡 

山焦霍州：（10 人） 

乔安良、王洪斌、王永魁、王再峰、李  乾、张国祥、刘  军、

张  岩、薛  飞、尹新华 

山焦机关：（2 名） 

刘光明、刘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