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焦煤发〔2019〕202 号 

 

关于命名表彰第十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第二阶段

（2019）比赛优胜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为不断深化职工素质工程建设，提升广大职工职业技能水

平，建设高素质职工队伍，推动集团公司改革转型、高质量发展，

集团公司举办了第十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第二阶段（2019）比赛，

近千名职工参加了 25 个工种的岗位竞赛。经过全面培训、逐级

选拔、理论考试、实际操作等环节，进一步提升了参赛选手的岗

位技能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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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根据工作

组织、承办赛事、选手成绩等综合表现，经集团公司劳动竞赛委

员会审核，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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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集团公司 5个子公司“优胜单位”

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东曲矿、山焦汾西水峪矿、山焦霍州庞庞塔矿、

山焦华晋沙曲一矿、山焦焦化生产技术处等 21 个单位“优秀组

织单位”称号； 

授予朱俊平、杜晓亮等 15名同志“操作岗技术状元”； 

授予李文彬等 4名同志“技术岗技术状元”； 

授予万彩云等 6名同志“管理岗技术状元”； 

授予张云飞、武俊文等 15名同志“操作岗技术标兵”； 

授予孟耀对等 4名同志“技术岗技术标兵”； 

授予李森涛等 6名同志“管理岗技术标兵”； 

授予李康康、吴东等 15名同志“操作岗技术能手”； 

授予王红美等 4名同志“技术岗技术能手”； 

授予张栋等 6名同志“管理岗技术能手”； 

授予杨金魁、乔燕莉等 45名同志“操作岗优秀选手”； 

授予于涛等 12名同志“技术岗优秀选手”； 

授予周泽龙等 18名同志“管理岗优秀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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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边树鹏、段萍萍等 25名同志“优秀裁判”； 

授予米宏志等 12名同志“优秀工作人员”。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积极投身“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

和技能竞赛，立足岗位、苦练内功、爱岗敬业、奋勇争先，为集

团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焦煤企

业汇聚才智、贡献力量！ 

 

附件：山西焦煤第十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第二阶段（2019）比

赛表彰名单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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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子分公司，机关有关部门，直属单位。 

抄送：集团公司领导。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                             2019年8月29日印发  

 



- 5 - 

附件： 

山西焦煤第十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第二阶段

（2019）比赛表彰名单 

 

优胜单位（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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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化集团公司 

 

优秀组织单位（21 个） 

山焦西山东曲矿 

山焦西山东曲选煤厂 

山焦西山屯兰矿 

山焦西山太原选煤厂 

山焦西山兴能发电公司 

山焦西山机关（直属）党委 

山焦西山职工教育中心 

山焦西山金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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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汾西水峪矿 

山焦汾西高阳矿 

山焦汾西发电厂 

山焦汾西工程公司 

山焦霍州吕临能化公司庞庞塔矿 

山焦霍州干河矿 

山焦霍州吕梁山公司店坪矿 

山焦霍州吕梁山公司洗煤厂 

山焦霍州通讯公司 

山焦华晋沙曲一矿 

山焦华晋沙曲二矿 

山焦焦化生产技术处 

山焦焦化焦化厂 

 

操作岗技术状元（15名） 

张  峰   锚杆支护工              山焦霍州店坪矿综掘一队 

赵小云(女)  提升机司机        山焦华晋沙曲一矿运输科运输二队    

薛建军  瓦斯抽采观测工       山焦华晋沙曲二矿防突科抽采队    

杜晓亮  地质绘图工               山焦汾西高阳矿地测科 

朱俊平  重介质分选工      山焦西山东曲矿选煤厂主洗车间生产一队 

刘红平  熄焦车司机           山焦焦化焦化厂第二炼焦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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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凯   综掘机司机              山焦汾西水峪矿开拓二队 

王  凯 综采维修电工        山焦西山东曲矿机电科抢修组 

钟  帅 防突工                    山焦西山屯兰矿防突科 

周  鹏 物探工                 山焦霍州技术研究院物探科 

张彦伟 煤质化验工      山焦霍州吕梁山公司洗煤厂化验室 

温  卿(女) 环境监测工                山焦汾西环保处监测站 

杨平强 液压支架工              山焦西山屯兰矿综采一队 

雷海涛 发电继电保护工            山焦汾西发电厂发电部 

郝鹏飞 钢筋工              山焦西山金城第十二工程公司 

 

技术岗技术状元（4 名） 

李金凤(女)   环境监察管理员                  山焦西山环保处 

刘  勇 矿井调度员        山焦华晋沙曲二矿调度信息中心 

侯瑞芳(女)   焦化技术主管      山焦西山煤气化公司生产技术部 

李文彬 网络信息安全员      山焦霍州通讯信息分公司信息开发部 

 

管理岗技术状元（6 名） 

万彩云(女)   会计                            山焦西山财务处 

杨  飞 劳动工资统计员        山焦霍州吕临能化庞庞塔矿劳资科 

许增芹(女) 审计                             山焦西山审计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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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争坡 工程造价（矿建）         山焦霍州亿隆煤业计企科 

王洁琼(女) 合同理论与实务              山焦西山法律顾问处 

侯壮壮 新闻写作        山焦霍州吕临能化庞庞塔矿政工科 

 

操作岗技术标兵（15名） 

赵玉飞   锚杆支护工              山焦汾西两渡煤业综掘队 

刘基强   提升机司机          山焦汾西曙光矿机电区设备队 

李鹏龙  瓦斯抽采观测工        山焦汾西曙光矿通风区瓦斯抽放队 

赵金龙  地质绘图工                     山焦西山地质处 

侯  利(女)  重介质分选工        山焦霍州辛置矿选煤厂一车间 

张云峰   熄焦车司机         山焦焦化焦化厂第一炼焦车间 

刘恩恩   综掘机司机                山焦华晋明珠矿综掘队 

戴振臣 综采维修电工        山焦西山东曲矿机电科机电队 

郑林伟  防突工            山焦汾西瑞泰井矿正珠煤业通风区防突科 

武俊文 物探工                          山焦华晋地测处 

毕帅帅(女) 煤质化验工          山焦霍州辛置矿洗煤厂化验室 

刘  剑 环境监测工                      山焦霍州环保处 

于果龙 液压支架工              山焦霍州辛置矿综采二队 

王建新 发电继电保护工            山焦汾西发电厂发电部 

陶永忠 钢筋工        山焦西山金城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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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岗技术标兵（4 名） 

邢晓萌(女)   环境监察管理员            山焦汾西水峪矿环保科 

刘四虎 矿井调度员                    山焦西山总调度室 

孟耀对 焦化技术主管          山焦焦炭益兴焦化质检中心 

吴  佳(女)   网络信息安全员      山焦霍州通讯信息分公司圣佛通信站 

 

管理岗技术标兵（6 名） 

张苏馨   会计                            山焦西山财务处 

汪  玲(女) 劳动工资统计员       山焦西山组织部、人力资源部 

李森涛 审计                            山焦西山审计处 

宁琛瑶(女) 工程造价（矿建）                 山焦西山计划处 

李宏茹(女) 合同理论与实务              山焦西山法律顾问处 

刘雅铖 新闻写作                  山焦汾西洗煤厂宣传部 

 

操作岗技术能手（15名） 

曹全生   锚杆支护工              山焦西山官地矿掘进一队 

李康康  提升机司机            山焦华晋沙曲二矿运输科运输二队 

赵常峰  瓦斯抽采观测工            山焦西山屯兰矿抽放队 

杨毅君  地质绘图工             山焦霍州回坡底矿地测科 

温晓东  重介质分选工            山焦汾西水峪煤业洗煤厂 

史风翔   熄焦车司机         山焦焦化焦化厂第二炼焦车间 

周  佳   综掘机司机            山焦霍州三交河矿掘进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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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东   综采维修电工        山焦西山东曲矿机电科技术组 

康志宏   防突工            山焦华晋沙曲二矿防突科防突队 

李  斌   物探工              山焦西山东曲矿地测科地质组 

马爱花(女) 煤质化验工        山焦汾西煤质处煤质检测中心 

赵杏雪(女) 环境监测工                      山焦西山环保处 

赵志勇 液压支架工       山焦汾西水峪矿综采二队 

赵永龙 发电继电保护工            山焦西山武乡发电公司 

张小民 钢筋工              山焦汾西建安公司第三项目部 

 

技术岗技术能手（4 名） 

王红美(女)   环境监察管理员          山焦霍州云厦公司环保部 

张晓军 矿井调度员              山焦霍州庞庞塔矿调度室 

郝晓明  焦化技术主管      山焦焦化生产技术部焦化技术科 

田会敏(女)   网络信息安全员       山焦霍州通讯信息分公司退沙通信站 

 

管理岗技术能手（6 名） 

梁双燕(女)   会计                    山焦西山公用事业分公司 

张  栋   劳动工资统计员       山焦西山组织部、人力资源部 

秦元臻 审计                            山焦西山审计处 

闫志仙(女)   工程造价（矿建）        山焦西山矿建工程项目部 

李  峰 合同理论与实务              山焦西山法律顾问处 

刘  莹(女)   新闻写作          山焦霍州云厦土建分公司政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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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岗优秀选手（45名） 

山焦西山（16 名） 

杨金魁    武兵兵    王晓辰    王翠霞(女)  冯  雪 

郝国强    郝旭东    刘  军    户豫东    姚永强 

龚丽萍(女)  郭  转(女)     张  磊    张志远    雷中华 

刘  刚 

 

山焦汾西（9 名）  

乔燕莉(女)  李丽莉(女)  张转转(女)   侯卫明    赵云乾 

贾  鹏    郭  泉    冯永锋    刘庆宗           

 

山焦霍州（10 名） 

闫小虎    王青青(女)  秦金辉    段留红    荀瑞兵 

王  毅    朱亚丽(女)  范荣瑾(女)  马范耀    李军荣   

 

山焦华晋（6 名） 

阮连意    徐  丽(女)  罗国栋    王学斌    赵基鹏 

樊艳敏 

山焦焦化（4 名） 

高冬宝    张秋燕(女)  张香桃(女)     师红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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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岗优秀选手（12名） 

山焦西山（7 名） 

杨  剑    尹志宏    田志勇    王  勇    叶田友 

张厚钢    王  虎 

 

山焦汾西（1 名） 

马  丽(女)  

 

山焦霍州（3 名）    

于  涛    张颖杰    李超群 

 

山焦焦化（1 名） 

栗艳平(女)   

 

管理岗优秀选手（18名） 

山焦西山（9 名） 

李腾达    郑  潮    白彩虹(女)  任二彬(女)  苏  锐 

李积燕(女)  张圆圆(女)     张艳萍(女)  韩磊磊 

 

山焦汾西（3 名） 

赵华艳(女)  高  晖(女)     曲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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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霍州（3 名） 

崔  莹(女)  邹  健    曹  壮 

山焦华晋（2 名） 

周泽龙    杨杰伟 

山焦焦化（1 名） 

朱彩霞(女)   

 

优秀裁判员（25名） 

边树鹏   锚杆支护工          山西焦煤生产技术部技术主管 

段萍萍   提升机司机                  山焦西山机电处科长 

蒋  璋   瓦斯抽采观测工          山西焦煤通风部抽采主管 

王  芳(女) 地质绘图工              山西焦煤资源地质部主管 

张治军   重介质分选工    山西焦煤煤炭洗选加工部选煤主管 

卫  莉(女) 熄焦车司机      山焦焦化焦化厂第三炼焦车间主任 

胡光华   综掘机司机          山西焦煤生产技术部采煤主管 

赵  进   综采维修电工            山西焦煤机电部机电主办 

宋以斌   防突工                  山西焦煤通风部防突主管 

刘德旺   物探工                山西焦煤资源地质部副部长 

张晓芳   煤质化验工   山焦销售质量管理与监督服务中心技术主管 

陈雪红   环境监测工        山焦西山环保处环境监测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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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玮刚   液压支架工        山焦霍州生产技术部技术科科长  

王模强   发电继电保护工      山西焦煤电力产业发展局生产技术主办 

朱晓丁   钢筋工          山西焦煤新产业发展局经营管理处处长 

霍雪萍   环境监察管理员            山西焦煤环保部副部长  

郭永伟   矿井调度员    山西焦煤调度信息中心信息调度主管 

赵克俭   焦化技术主管     山西焦煤焦化产业发展局生产技术部部长      

郝燕超   网络信息安全员          山西焦煤大数据中心主管 

阎永亮   会计                      山西焦煤财务部副部长 

冯晓东   劳动工资统计员      山西焦煤人力资源部薪酬主管  

钱志诚   审计              山焦汾西矿业集团审计处副处长  

张燕青   工程造价（矿建）    山西焦煤计划发展部基建项目造价主管 

赵文龙   合同理论与实务          山西焦煤法律事务部部长  

郑宏刚   新闻写作       山西焦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新闻中心副主任 

 

优秀工作人员（12 名） 

米宏志   承办单位              山焦西山工会生产部副部长 

常  宏   承办单位            山焦汾西工会生产保护部干事 

苑顺平   承办单位    山焦霍州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教育培训科科长 

刘  群(女) 承办单位                    山焦华晋工会生产部 

郭陆峰   承办单位                    山焦焦化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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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平   技能竞赛组            山西焦煤计划发展部副部长 

赵春田   技能竞赛组          山西焦煤党委宣传部理论主管 

赵先波   技能竞赛组                  山西焦煤财务部主管   

梁  栋   理论考务组          山西焦煤组织人事部培训主管 

周东亮   监督检查组                山西焦煤纪委、监察部  

苏承慧   宣传报道组        山西焦煤新闻中心报纸编辑主管 

雷文晋   组委会办公室        山焦西山镇城底矿工会生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