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焦煤发〔2020〕2号 

 

关于表彰集团公司 2019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 

（先进）单位和模范（先进）个人的决定 

 

2019年，集团公司所属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集团

公司“1126”发展战略和三年行动纲要，坚持“16516”安全工

作思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以标杆矿井建设，煤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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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单位标准化创建达标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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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安全管理，促进安全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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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晋焦煤公司、

投资公司 4个单位 2019年度“安全生产模范单位”称号； 

授予山西焦化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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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西铭矿、山焦汾西两渡煤业等 12 个单位 2019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集体”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东曲矿、山焦焦炭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24

个单位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山焦霍州店坪矿、山焦焦化化产品回收厂等 10 个单位

“六型班组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斜沟矿综采一队检修班、山焦华晋沙曲一号煤

矿掘进一队郭宏义班组等 30 个班组“六型”建设模范班组称号； 

授予山焦西山官地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等 5个工作站模范

“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称号； 

授予山焦汾西柳湾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等 5个服务站

模范“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称号； 

授予山焦霍州晋南公司安全管理动态检查组、山焦盐化安全

环保动态检查组等 23 个集体模范“动态检查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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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五人小组”西山管理分局第三小组等 7个小组模范“五

人小组”称号； 

授予曹俊文、闫万俊等 20名同志 2019年度“安全生产模范

工作者”称号；  

授予刘  星、梁俊春等 100 名同志 2019 年度“安全监管先

进工作者”称号； 

授予张爱军、王树华等 100 名同志 2019 年度“安全监察标

兵”称号；  

授予史林生、任忠华等 30名同志 2019 年度“群监网员标兵”

称号； 

授予刘  洋、乔双鹏等 30名同志 2019 年度“青监岗员标兵”

称号； 

授予龙国亮、李  松等 30 名同志 2019年度“党员安全示范

岗标兵”称号； 

授予李春娥、樊艳艳等 30名同志 2019年度“安全协管员标

兵”称号； 

授予郎永波、武建峰等 150 名同志 2019 年度“六型建设模

范班组长”称号； 

授予李耀刚、闫志杰等 40名同志 2019年度“动态检查先进

个人”称号； 

授予侯景平、柯智选等 30名同志 2019年度“五人小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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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模范（先进）集体和模范（先进）个人要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奋勇争先、开拓创新，继续发挥模范表率作

用，为推进集团公司安全发展再建新功勋、再创新业绩。 

集团公司号召广大干部职工要以模范（先进）单位和模范（先

进）个人为榜样，认真贯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加

强 2020年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坚持安全生产方针和“四铁”

要求，坚持“管理、装备、素质、系统”并重和顶层设计、顶层

推动、分层对接的原则，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为集团公司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营造良

好的安全环境。 

 

附件：2019年度安全生产模范（先进）单位和模范（先进）

个人表彰名单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月 2 日             

 
 

主送：各子分公司，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各单位。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                              2020年1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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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安全生产模范（先进）单位 

和模范（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安全生产模范单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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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3个）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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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模范集体（12 个） 

山焦西山：（4 个） 

西铭矿、官地矿、西曲矿、马兰矿 

山焦汾西：(3 个） 

水峪煤业、双柳矿、两渡煤业 

山焦霍州：(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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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置煤矿、李雅庄矿、晋北煤业 

山焦华晋：（1 个） 

沙曲二号煤矿 

山焦投资：（1 个） 

正利煤业 

安全生产先进集体（24 个） 

山焦西山：（5 个） 

东曲矿、登福康煤业、晋邦德煤业、西曲矿选煤厂、武乡西

山发电公司 

山焦汾西：（5 个） 

柳湾矿、中兴煤业、正文煤业、设备修造厂、介休洗煤厂 

山焦霍州：（5 个） 

丰峪煤业、木瓜矿、腾晖煤业、供电分公司、应急救援中心 

山焦华晋：（2 个） 

吉宁矿、沙曲选煤厂 

山焦焦化：（2 个） 

焦化厂、铁运公司 

山焦盐化：（2 个） 

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 

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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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焦炭：（1 个） 

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焦事业：（1 个）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山西民爆：（1 个）  

山西焦煤集团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六型”班组建设先进集体（10个） 

山焦西山：（2 个） 

屯兰矿、杜儿坪矿 

山焦汾西：（2 个） 

两渡煤业  设备修造厂 

山焦霍州：（2 个） 

三交河矿  店坪矿 

山焦华晋：（1 个） 

沙曲一号煤矿 

山焦焦化：（1 个） 

化产品回收厂 

山焦盐化：（1 个） 

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山焦焦炭：（1 个） 

益隆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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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型”建设模范班组（30个） 

山焦西山：（8 个） 

马兰矿工程一区掘进一队张绍泽班 

屯兰矿综掘三队郭小平班 

斜沟矿综采一队检修班 

太原选煤厂机修公司机修二班 

西山煤气化焦化二厂发电车间运行三工段 

古交西山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三值 

铁路公司前山车务车间调车甲班 

金城公司机电安装公司电气组 

山焦汾西：（6 个） 

孝义公司正文煤业综掘一队孔繁富班组   

两渡煤业综采队孟庆乐班组   

水峪煤业开拓二队王凯班组   

曙光煤业综掘二队检修班续海鹏班组   

双柳矿开拓二队宋维军班组   

中兴煤业综掘一队生产乙班  

山焦霍州：（6 个） 

辛置煤矿综采二队张伟毅班组 

李雅庄矿综采准备队景全贵班组 

三交河矿掘进三队袁春龙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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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矿回采准备队马朋朋班组 

晋北煤业掘进一队朱红班组 

薛虎沟煤业综掘一队伊敏班组 

山焦华晋：（3 个） 

沙曲一号煤矿掘进一队郭宏义班组 

沙曲二号煤矿综采一队张旭锋班组 

明珠矿综掘队冯东平班组 

山焦投资：（1 个） 

正利煤业综采队刘光元班组 

山焦焦化：（2 个） 

甲醇厂第二净化车间工艺丙班 

焦油粗苯加工厂苯精制工艺乙班 

山焦盐化：（2 个）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液洗车间灌装一班 

四川蓉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元明粉车间生产四班 

山焦焦炭：（2 个） 

益兴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化产车间烟气脱硫脱硝工段 

益隆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炼焦车间热工工段 

模范“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5 个） 

山焦西山：（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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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地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东曲矿工会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山焦汾西：（1 个） 

两渡煤业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山焦霍州：（1 个） 

辛置煤矿井口群众安全工作站 

山焦华晋：（1 个） 

吉宁矿井口群监安全工作站 

模范“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5 个） 

山焦西山：（2 个） 

官地矿女工家属井口服务站 

西曲矿女工家属井口服务站 

山焦汾西：（1 个） 

柳湾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 

山焦霍州：（1 个） 

木瓜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服务站 

山焦华晋：（1 个） 

沙曲一号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协管站 

模范“动态检查”组（23个） 

山焦西山：（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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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城底矿安监处“动态检查”第三组 

安监局“动态检查”组 

山焦汾西：（2 个） 

汾西矿业韩存先安全动态检查组 

汾西矿业郭永富安全动态检查组 

山焦霍州：（2 个） 

霍州煤电通风部动态检查组 

晋南公司安全管理动态检查组 

山焦华晋：（1 个） 

华晋公司煤矿生产单位第二督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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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炭本部动态检查组 

山焦事业：（1 个） 

公共事业系统第二检查组 

山焦机关：（11 个） 



- 12 - 

安全管理系统动态检查组 

生产系统动态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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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产业系统动态检查组 

环保系统动态检查组 

模范“五人小组”（7 个） 

山焦西山：（1 个） 

“五人小组”西山管理分局第三小组 

山焦汾西：（2 个） 

“五人小组”汾西管理分局第三组 

“五人小组”汾西管理分局第五组 

山焦霍州：（2 个） 

“五人小组”霍煤监管分局李建强组 

“五人小组”霍煤监管分局胡建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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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华晋：（1 个） 

“五人小组”华晋安全监管组 

山焦投资：（1 个） 

“五人小组”投资安全监管组 

安全生产模范工作者（20名） 

山焦西山：（4 名） 

曹俊文    西铭矿矿长 

李永东    西曲矿矿长 

李争春    马兰矿矿长 

常争峰    西山建筑集团矿建二分公司经理 

山焦汾西：（4 名） 

崔瑞军    柳湾矿矿长 

闫万俊    中兴煤业董事长 

赵俊杰    南关煤业经理 

石  全    物流贸易公司经理 

山焦霍州：（4 名） 

李  斌    晋南煤业公司董事长 

王武亮    亿隆煤业矿长 

李丰顺    方山电厂厂长 

李先贵    霍煤地质部部长 

山焦华晋：（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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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志泉    吉宁矿安全矿长 

山焦投资：（1 名） 

李光前    投资公司安监局副局长 

山焦焦化：（2 名） 

宋红慧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长 

亓建设    炭黑厂厂长 

山焦盐化：（2 名） 

王麦仓    南风化工元明粉分公司安全副经理  

张晋峰    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公司经理 

山焦焦炭：（1 名） 

温增光    益兴公司总经理 

山西民爆：（1 名） 

温金平    总经理 

安全监管先进工作者（100 名） 

山焦西山：（15 名） 

刘  星    西铭矿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史海庆    官地矿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柴银亮    西曲矿安全矿长 

曹宏斌    镇城底矿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杨仲全    马兰矿安监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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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伟    东曲矿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王喆斜    沟矿选煤厂安全科长. 

牛尚剑    山西临汾西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安监部部长 

张宪军    登福康煤业安监处副科长 

秦卫生    吕梁公司安监部部长 

冯  阳    镇城底矿选煤厂洗煤车间技术主管 

任毓光    公用事业分公司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杨永红    安全监察局监察处副处长 

张  睿    安全监察局监察一科副科级监察员 

訾东升    焦化管理部煤化工科科长 

山焦汾西：（12 名） 

郭  浩    瑞泰公司安监部应急救援科副科长 

张晓峰    瑞泰公司正中煤业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郝晓伟    孝义公司安监部主管 

高海山    孝义公司正令煤业安监科主管 

宋洪生    水峪煤业矿安监处总支书记 

赵国刚    柳湾矿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穆文杰    双柳矿安监处综治科科长 

梁俊春    中兴煤业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马攀选    香源煤业安监处第一副处长 

朱汾华    设备修造厂安全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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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峰    物流贸易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部长 

刘  潮    安监局标准化办公室副主任 

山焦霍州：（12 名） 

吴兵兵    辛置煤矿安全科长 

宋海宾    李雅庄矿安全科长 

熊  巨    紫晟煤业安全矿长 

张向前    吕梁山煤电公司安监处长 

石长青    薛虎沟煤业安全矿长 

申小林    汾源煤业矿长 

姜红敏    吕临能化公司安全副总经理 

王根祥    鑫钜煤机公司副总经理 

杨荣耀    云厦白龙洗煤厂副厂长 

周武松    汾河多经公司经理 

史龙喜    霍煤生产部部长 

王全珍    霍煤安监局监察二处处长 

山焦华晋：（5 名） 

高继伟    沙曲一号煤矿安监处主任工程师 

张军林    沙曲二号煤矿安监处小分队队长 

刘西恩    明珠矿机电科科长 

安全洞    吉宁矿安监处监察科科长 

张  忠    公司安监局技术处处长 

山焦投资：（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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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轶    投资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 

冀明星    正利煤业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任  凯    正益煤业安监部副部长 

山焦焦化：（4 名） 

武普俊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长 

陈银竹    机动处副处长 

郝晓明    生产处焦化技术科副科长 

马晨杰    电仪自动化处信息化管理科副科长 

山焦盐化：（4 名） 

原  志    西安南风日化公司安全副部长 

樊华峰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公司副经理 

仇保民    贵州南风日化公司生产副经理 

李峰波    运城盐化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 

山焦焦炭：（4 名） 

韩光照    焦炭安监部部长 

刘  泽    焦炭董事会秘书处业务主管 

冯志岗    益隆焦化安全监察部部长 

靳锋剑    益达化工安监部主管 

山焦事业：（1 名） 

翟培林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山西民爆：（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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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健    安全部长 

山焦销售：（2 名） 

阎  巍    办公室副主任 

薛  斌    总调运室主任 

山焦公路：（1 名） 

张益辰    运输处调度信息中心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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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宏    质量安环部主办 

山焦财务：（1 名） 

次晋萍    部门经理 

山焦国发：（1 名） 

王建国    洋浦中合石化公司副经理 

山焦国贸：（1 名） 

邓智刚    企管法务部部长 

山焦租赁：（1 名） 

高陆洋    风险管理部主办 

山焦金土地：（1 名） 

牛建勋    龙口港运行部副部长 

山焦资本：（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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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帆    综合管理部科员 

山焦担保：（1 名） 

牛  彤    综合管理部科员 

山焦人力：（1 名） 

魏尔春    计财部主管 

集团公司机关、直属单位：（26 名） 

贾京京    党政办公室督查信息主办 

康乔煜    综合治理与信访部信访主管 

秦飞飞    战略研究院综合主办 

郭  凡    党委组织部干部人事主管 

魏海潮    人力资源部劳动用工主办 

温鸿伟    宣传部宣传主办 

黄  乐    新闻中心技术主管 

周东亮    纪委综合室主办   

王  峰    工会组宣部长 

戴晓栋    团委副书记   

贾梦鹏    计划发展部招投标管理主管 

钟小军    企业管理部经济运行分析主管   

石  磊    财务部融资主管   

郝轩毅    审计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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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强    审计中心副主任 

任文娟    法律事务部科员  

刘  君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管 

田铁龙    煤矿安全监管五人局副局长 

郝燕超    大数据中心信息主管 

吴  丹    董监事办公室综合主管 

李书杰    销售贸易管理局综合处文秘主管 

李丽绒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副站长、《山西焦煤科技》总编 

郝建萍    社保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科员 

苗志华    社保局主办 

张秋林    机关党委、离退休处主管 

郭好好    职业病防治所主管  

安全监察标兵（100 名） 

山焦西山：（23 人） 

翟彦俊    杜儿坪矿安监处科员 

张治威    西铭矿安监处安监队队长 

吕  冀    官地矿安监处督查大队大队长 

胡树安    西曲矿安监处常务副处长 

刘彩玖    镇城底矿安监处监察科长 

贾伟浩    马兰矿安监处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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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军    东曲矿安监处监察科队长 

郑建立    屯兰矿监察队副队长 

尹  鹏    斜沟矿安监处监察队副队长 

闫海忠    义城煤业安监队队长 

熊金勇    生辉煤业安监处副处长 

王  斌    登福康煤业安监处副科长 

张树林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监部部长 

郝根旺    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安监部部长 

李富君    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安全监察处安全监察员 

葛智斌    西山煤气化安监科科员 

李新剑    西铭矿选煤厂安监科副科长 

王  鹏    电力公司安监科科长 

梁建斌    供应分公司民爆科科长 

李明峰    安全监察局培训科科长 

侯  勇    安全监察局监察一科安全监察员 

范雨涛    总调度室调度科科长 

成建国    基建处矿建科副科长 

山焦汾西：（23 人） 

李文亮    瑞泰公司正中煤业安全监察队监察员 

席军胜    瑞泰公司正珠煤业安监处安全员 

秦小东    孝义公司正文煤业安全监察队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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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华    孝义公司正善煤业安全监察队安全员 

李承康    孝义公司正旺煤业安全监察队安全监察员 

王鹏星    正新公司和善煤业安监处职员 

郝卫成    高阳矿安监处井下安全员 

张明明    水峪煤业安监处安全员 

刘振瑞    柳湾矿安监处采掘安全员 

刘瑞红    曙光煤业安监处安全监察队监察员 

杨红岗    宜兴煤业安监部质量科安全员 

耿炳信    双柳矿安全监察大队安全员 

陈跃龙    贺西矿安监处安全检查工 

赵海林    中兴煤业安监处监察大队安全员 

李大闯    南关煤业安监处监察科安全员 

严永平    香源煤业安监处监察大队副队长 

李  军    介休洗煤厂安全科监察员 

孔令新    发电厂安质科安全员 

郭丕东    建安公司项目四部安全员 

刘  勇    工程公司安监处专职安全员 

郭  奥    供用电分公司试验中心安全员 

李富山    物流贸易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安全监察员 

王有宇    安监局综合处副处长 

山焦霍州：（23 人） 

赵文彪    金能煤业安监大队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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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世平    晋北煤业安全科科长 

潘朝阳    云厦白龙矿建分公司安全监察科科长 

常高峰    辛置煤矿安监大队队长 

贾志杰    辛置煤矿安全监察大队班组长 

刘爱军    李雅庄矿安全检查大队安全员 

张伟杰    李雅庄矿安全检查大队安全员 

付  超    汾河焦煤公司通风处科员 

段学武    三交河矿安全监察大队队长 

陈江浩    亿隆煤业安全科科长 

王竹亮    紫晟煤业安全副总工程师  

段亚会    丰峪煤业安装分公司安装六队安质副队长 

李广平    庞庞塔矿安全检查大队安全员 

杨成良    腾晖煤业安监大队安全员 

李红亚    薛虎沟煤业安监大队副队长 

刘祥星    杜家沟煤业安监大队副队长 

成  军    鑫钜煤业公司安质部副科长 

张东平    店坪矿通风副总 

樊  祥    木瓜矿安全管理科科长 

刘文元    霍源通公司安全监察部部长 

孙春为    霍煤总调度室科长 

韩  琦    霍煤安监局科长 

庞晓奇    霍煤基建部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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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华晋：（8 名） 

王宏伟    沙曲一号煤矿掘进三队队长 

王志文    沙曲一号煤矿安全监察大队队长 

王雄科    沙曲二号煤矿安监处监察科队长 

张占平    明珠矿安监处监察大队副队长 

杜温清    吉宁矿安监处安监站站长 

修继军    沙曲选煤厂安监站站长 

达志强    瓦斯发电厂安监站技术员 

赵艳波    公司安监局综合处副处长 

山焦投资：（5 名） 

李联斌    正利煤业安全监察信息站站长 

赵志军    正利煤业安全员 

姚兴邦    正益煤业安监部副部长 

吕晓勇    正智矿生产副总经理 

郭跃华    鑫建煤业安全监管组长 

山焦焦化：（6 名） 

李会玲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员 

梁卫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员 

李  梅    甲醇厂安环科安全技术员 

张红艳    炭黑厂综合技术科 副科长 

李红忠    建安公司焦化检修车间 安全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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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晓星    甲醇电气维修车间 安全技术员 

山焦盐化：（6 名） 

叶鹏峰    昌吉南风日化安全生产科科长 

魏晓波    四川蓉兴化工安全生产科安全员 

王  杰    南风化工钡盐分公司硫酸钡车间修理班班长 

纪宏龙    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安全生产科科长助理 

汪进根    安徽安庆南风日化安全管理科副科长 

沙全斌    运城盐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安保部部长   

山焦焦炭：（5 名） 

白国良    益通铁路运销安全主管 

郭帅帅    益隆焦化安监员 

周智刚    益达化工安全员 

冯凯勇    太原理工天成安监室主任 

李  婧    益兴焦化安全员 

山西民爆：（1 名） 

翟  光    配送中心安全员 

群监网员标兵（30 名） 

山焦西山：（9 人） 

史林生    杜儿坪矿综采三队群监网员 

王付江    西铭矿调度二室综采二队群监网员 

张伟利    太原选煤厂洗煤丁班群监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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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锦秀    西曲矿综采一队群监网员 

陈丽斌    镇城底矿开拓二队群监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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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飞    屯兰矿通风区通风工程队群监网员 

贺  云    斜沟矿工会群监网员 

山焦汾西：（8 人） 

白彬彬    两渡煤业通风队瓦检员兼群监网员 

李笃奇    高阳矿综采一队支护工 

郭  宇    水峪煤业开拓四队皮带溜子司机 

王秀峰    柳湾矿通风瓦斯队瓦检工 

宋超群    双柳矿综掘二队支护工 

赵俊杰    中兴煤业综采一队技术员 

赵英俊    香源煤业综掘一队班组长 

郑鸿野    介休洗煤厂运销科生产班职工 

山焦霍州：（8 人） 

任忠华    辛置煤矿维护队三中队群监网员 

滑宾宾    李雅庄矿掘进二队采掘电钳工 

董艳军    回坡底矿综采一队采煤机司机 

李超峰    三交河矿开拓队掘砌工 

闫  静    庞庞塔矿综放二队群监网员 

左建民    木瓜矿开拓一队群监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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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龙    晋北煤业掘三队电钳工 

李  强    腾晖煤业掘二队机电工 

山焦华晋：（2 名） 

杨志荣    沙曲一号煤矿防突科防突队工人 

张文文    沙曲二号煤矿掘进一队掘砌工 

山焦投资：（1 名） 

孙海伟    正利煤业掘进二组群监网员 

山焦焦化：（2 名） 

霍  娟    化产品回收厂焦化厂第三煤气回收车间群监员 

南冬冬    焦油粗苯加工厂焦油萘蒸馏车间群监员 

青监岗员标兵（30 名） 

山焦西山：（8 人） 

梁  鑫    杜儿坪矿综采三队支架检修工 

刘  洋    西铭矿调度二室综采二队工人 

崔康宁    官地矿综采准备队三机司机 

刘燕强    西曲矿综采准备队井下电钳工 

冯月军    镇城底矿采煤科综采安装机电队工人 

冀晓鹏    马兰矿抽采区瓦斯管道队工人 

尹建军    东曲矿团委干事 

吴颢男    屯兰矿综采一队乳化液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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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汾西：（6 人） 

乔双鹏    两渡煤业综采队技术员兼青监岗员 

杜  玮    高阳矿开拓二队技术员 

张艳星    水峪煤业猴车队技术员 

韩希斌    柳湾矿安监处采掘安全员 

孙翔宇    宜兴煤业综掘队技术员 

陈  成    双柳矿开拓二队检修工 

山焦霍州：（6 人） 

李  朝    辛置煤矿维护队技术员 

牛记伟    紫晟煤业掘进一队巷道掘砌工 

杨  超    李雅庄矿运输区青监岗员 

樊子禄    木瓜矿掘进三队技术员 

李  鹏    晋北煤业综掘二队电钳工 

李杏红    腾晖煤业掘一队职工 

山焦华晋：（2 名） 

刘秀川    沙曲一号煤矿抽采公司钻机二队技术员 

段丽民    沙曲二号煤矿掘进二队班组长 

山焦投资：（2 名） 

张建生    正利煤业钻探队青监岗员 

符贵明    正益煤业机电队队长 

山焦焦化：（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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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小亮    甲醇厂第二合成车间技术员 

刘  奇    焦化厂第二干熄焦车间技术员 

山焦盐化：（2 名） 

郭  王    南风化工元明粉分公司安全生产科副科长 

谢满林    运城盐化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管理干事 

山焦焦炭：（2 名） 

廉伟杰    益兴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杨  扬    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党员安全示范岗标兵（30名） 

山焦西山：（8 人） 

龙国亮    杜儿坪矿综采三队党支部验收员 

田彦德    西铭矿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 

罗保平    官地矿综采三队队长 

王柱平    西曲矿工程四队验收员 

王天文    镇城底矿综采准备队副队长 

赵来友    马兰矿安监处安监大队党支部书记 

呼育军    东曲矿掘进一队掘进一组副队长 

张财中    生辉煤业机电队队长 

山焦汾西：（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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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旭辰    水峪煤业综采二队技术员 

王  猛    柳湾矿综采二队支部书记 

贺伟伟    双柳矿综掘一队技术员 

赵克明    贺西矿开二队党支部书记 

徐泽俊    介休洗煤厂机修车间检修一班班长 

刘守玉    集团公司组干处组织科科长 

山焦霍州：（6 人） 

张凯华    辛置煤矿开拓一队党支部书记 

李  松    李雅庄矿通风区党支部书记 

周  佳    三交河矿掘进二队副队长 

郭  晖    店坪矿开拓一队党支部书记 

莫俊皎    晋北煤业综掘二队党支部书记 

张会杰    薛虎沟煤业公司综掘二队工人 

山焦华晋：（2 名） 

李晓东    沙曲一号煤矿综采二队安全副队长 

王建保    吉宁矿调度技术主管 

山焦投资：（2 名） 

方志强    正利煤业生产科副科长 

田钰龙    正益煤业通风队队长 

山焦焦化：（2 名） 

侯继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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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百顺     焦油粗苯加工厂安环科安全技术员 

山焦盐化：（2 名） 

范宏康    运城盐化集团公司公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郝启库    南风化工钡盐分公司动力车间电仪班班长 

山焦焦炭：（2 名） 

杨  健    益隆焦化机动部部长 

王觐凯    益兴焦化炼焦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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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菊花    西铭矿安全协管员 

杨  丽    官地矿安全协管员 

王巧兰    镇城底矿安全协管员 

张秀琴    西曲矿安全协管员 

刘玉香    马兰矿安全协管员 

张晓红    马兰矿安全协管员 

李水娣    东曲矿安全协管员 

折玉开    屯兰矿安全协管员 

骆  义    斜沟矿安全协管员 

山焦汾西：（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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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华    两渡煤业工会女工部长兼崔井单身楼协管网组长 

耿自红    高阳矿上机电队班组长 

田  蔚    水峪煤业工会专职委员 

王素霞    双柳矿女职工安全协管员 

胡晋萍    贺西矿女职工安全协管员 

樊艳艳    中兴煤业女职工安全协管员 

秦丽娟    南关煤业女工主任 

王  敏    工程公司工会协管员 

山焦霍州：（8 人） 

杜女娃    李雅庄矿后勤科女工协管员 

许麦艳    辛置煤矿居委会女工协管员 

关红霞    庞庞塔矿井口协管站家属协管员 

周国艳    干河矿工会女工协管员    

景  丽    三交河矿地维队女工协管员 

闫  婧    木瓜矿工会女工协管员  

王婷婷    薛虎沟煤业工会女工协管员 

吴燕红    丰峪煤业工会女工协管员 

山焦华晋：（2 名） 

冯元香    沙曲一号煤矿安全协管员 

王晓敏    吉宁矿安全协管员 

山焦焦化：（2 名） 

荆钰平    建安公司女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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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平    焦化厂第二炼焦车间女工委员 

“六型”建设模范班组长（150名） 

山焦西山：（46 人） 

郎永波    杜儿坪矿综采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张殿昆    杜儿坪矿安监处安全监察大队班组长 

王永亮    西铭矿调度二室掘进二队工长 

董海亮    西铭矿调度一室综采一队丙班班组长 

田军峰    官地矿综采准备队班组长 

赵兵岗    官地矿掘进一队班长 

郭军方    西曲矿工程二队班组长 

刘云青    西曲矿综采二队班组长 

吴献龙    镇城底矿综采二队班长 

康国志    镇城底矿开拓一队班长 

李建国    马兰矿掘进五队班组长 

王杰斌    马兰矿综采一队工长 

董明焕    东曲矿掘进一队掘进三组班组长 

王  玮    东曲矿运输科运输三队班组长 

韩云岗    屯兰矿综采一队班组长 

刘建国    屯兰矿通风一队班组长 

高瑞星    斜沟矿运输队运料班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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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伟    斜沟矿综采三队班组长 

宋永军    晋邦德煤业综采队检修班 

安和平    晋邦德煤业掘进二队班长 

张文俊    德顺煤业掘进一队班长 

杨建明    德顺煤业综采队班组长 

卫斌斌    生辉煤业准备队班组长 

吴宝平    登福康煤业采煤队班组长 

郑隆礼    义城煤业综掘队开掘班组长 

徐红兵    白家庄矿业公司第一项目部综采准备二队班长 

孟立鹏    矿建一公司东曲项目部开拓十队班组长 

栗李鹏    矿建二公司矿建九队班组长 

张伟利    太原选煤厂洗煤车间丁班班长 

霍  鹏    西铭矿选煤厂主洗车间电工队队长 

孙  琦    官地矿选煤厂机电车间机电一班班长 

阎金龙    西曲矿选煤厂煤泥水车间生产一队队长 

常晋峰    镇城底矿选煤厂生产丙班的班长 

和海云    马兰矿选煤厂主洗车间检修队队长 

王志宏    东曲矿选煤厂准备车间集控队队长 

寇金成    屯兰矿选煤厂机电车间维护二队队长 

王建伟    斜沟矿选煤厂准备车间队长 

李  杰    五麟煤焦公司甲醇合成工序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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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冰    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热控班长 

董  优    兴能发电发电部运行值长 

周  爽    古交西山发电锅炉点检长 

宋小俊    西山热电三值值长 

张  鹏    机电厂准备车间机加组装组组长 

王  凯    西山煤气化焦化一厂发电车间工段长 

程俊奇    铁路公司古交工务车间班组长 

石  岗    电力运营检修公司综合专业运行一班班长 

山焦汾西：（32 人） 

李金俊    瑞泰公司正中煤业综掘一队乙班班组长） 

安延平    瑞泰公司正珠煤业综采队班组长 

郝永恒    孝义公司正文煤业综采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王四龙    孝义公司正善煤业综采队检修班组长 

程雪江    孝义公司正令煤业综采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王永红    孝义公司正旺煤业综掘队生产班乙班班组长 

孙丽军    两渡煤业综采队班组长 

赵俊波    高阳矿综采一队生产班组长 

李志军    高阳矿综采二队生产副队长 

柯志根    高阳矿开拓二队生产班组长 

张桂峰    水峪煤业综采二队班组长 

许德鹏    水峪煤业开拓一队班组长 

梁成龙    水峪煤业洗煤厂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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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军    柳湾矿综采二队生产丙班班组长 

薛少军    柳湾矿综掘一队生产乙班班组长 

景继财    曙光煤业综采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田  非    宜兴煤业开拓队生产甲班班组长 

郭学贞    双柳矿综掘二队生产班班组长 

刘小平    贺西矿综采二队生产班组长 

韩建军    中兴煤业综采二队班组长 

李  俊    南关煤业综采队班组长 

李元奎    香源煤业综采队副队长 

梁玉保    营运分公司机务段高阳调车组司机长 

郭  涛    洗煤厂运销科生产三班班长 

刘  刚    设备修造厂设备制修车间班组长 

李宏伟    发电厂发电部锅炉组长 

王维斌    水泥厂生料车间班组长 

宋维刚    建安公司项目四部瓦工组长 

刘  捷    工程公司安装第二项目部班组长 

徐泽运    供用电分公司河东输变电工区 

杜  伟    新产业发展公司综合修配厂班组长 

梁安明    新能源公司光伏电站班组长 

山焦霍州：（32 人） 

武建峰    辛置煤矿综采队武建峰班组班组长 

崔双虎    辛置煤矿掘二队崔双虎班组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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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伟    辛置煤矿跑蹄维运队王雄伟班组班组长 

刘红兵    李雅庄矿掘二队刘红兵班组班组长 

王  飞    李雅庄矿掘进准备队王飞班组班组长 

朱立才    李雅庄矿开二队朱立才班组班组长 

杨强强    李雅庄矿通风队杨强强班组班组长 

郭德旺    紫晟煤业掘进三队郭德旺班组班组长 

张伟朝    紫晟煤业探水队张伟朝班组班组长 

曹振华    晋北煤业综采准备队曹振华班组班组长 

徐恩亮    晋北煤业掘二队徐恩亮班组班组长 

晋增建    三交河矿综采二队晋增建班组班组长 

薛军军    三交河矿掘六队薛军军班组班组长 

赵武祥    三交河矿开二队赵武祥班组班组长 

卫红喜    回坡底矿综采一队卫红喜班组班组长 

谭国平    回坡底矿掘进二队谭国平班组班组长 

李瑞林    木瓜矿综采队李瑞林班组班组长 

石国华    木瓜矿开二队石国华班组班组长 

郝建芳    店坪矿开掘准备队郝建芳班组班组长 

刁振虎    店坪矿综掘三队刁振虎班组班组长 

荀成记    腾晖煤业综采队荀成记班组班组长 

李建红    腾晖煤业掘二队李建红班组班组长 

张  波    薛虎沟煤业综掘二队张波班组班组长 

李彩峰    杜家沟煤业掘三队李彩峰班组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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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安宁    庞庞塔矿综放二队何安宁班组班组长 

魏壮壮    庞庞塔矿通风区魏壮壮班组班组长 

杨  钢    辛置煤洗煤厂装车队杨钢班组班组长 

王爱国    李雅庄洗煤厂原煤车间王爱国班组班组长 

郭文明    白龙洗煤厂重介车间郭文明班组班组长 

蒋连民    三交河洗煤厂浮选车间蒋连民班组班组长 

陈  雄    吕梁山洗煤厂输配电队陈雄班组班组长 

高志远    鑫钜公司机加工车间高志远班组班组长 

山焦华晋：（10 名） 

李虎明    沙曲一号煤矿瓦斯治理工程队班组长 

刘丽婷    沙曲一号煤矿掘进二队班组长 

乔卫珍    沙曲二号煤矿掘进一队班组长 

申平安    沙曲二号煤矿掘进三队班组长 

胡  帅    明珠矿综采队班组长 

陈文旺    明珠矿机运队班组长 

唐鹏龙    吉宁矿综采队班组长 

申海兵    吉宁矿掘进一队班组长 

田世宏    主洗车间生产一队班组长 

李候旺    瓦斯发电厂官网工区检修班班长 

山焦投资：（3 名） 

温永刚    正利煤业掘进一组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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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丽斌    正利煤业机运队班长 

温永强    正益煤业探水队班组长 

山焦焦化：（10 名） 

刘  瑞    焦化厂输焦车间工艺甲班值班长 

付开俊    焦化厂第二炼焦车间工艺甲班值班长 

高录平    化产品回收厂供汽车间工艺丙班值班长 

李  钢    甲醇厂第二合成车间工艺丙班值班长 

秦素平    焦油粗苯加工厂供水供汽车间工艺乙班值班长 

刘锦平    炭黑厂炭黑车间工艺丙班值班长 

关相鹏    电气公司电修车间电机班班长 

张振华    德力信公司化工仪表车间维修一班班长 

王忠红    铁运公司车务段乙班班长 

杨睿华    建安公司设备制造车间机加班班长 

山焦盐化：（10 名） 

张晓峰    西安南风日化公司精细化工车间班长 

王志斌    西安南风牙膏公司制造车间制膏班班长 

张万平    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公司机动科电气班长 

陈  红    贵州南风日化公司洗衣粉车间喷粉工段生产班长 

牛少春   北京南风欧芬爱尔日化公司黑泥化妆品车间配制班班组长 

李红玉   运城盐化集团公司公共事业管理局综合管理科长 

尤正海    运城盐化集团公司综合治理与信访部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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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明    南风集团山西物流有限公司行车班班长 

史志军    山西省运城盐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班组长 

刘欣霖    运城盐化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调度班长 

山焦焦炭：（5 名） 

贾利春    焦炭集团生产指挥中心科员 

范霄金    益隆焦化烟气工段工段长 

尹建光    益达化工空分车间班长 

薛建强    综合服务开发公司副部长 

赵  欣    益兴焦化工段长 

山西民爆：（2 名） 

崔素文    东山车间爆破班长 

袁建忠    雷管车间装配组长 

“动态检查”先进个人（40名） 

山焦西山：（6 人） 

李耀钢    生产技术处采煤科科员 

霍志强    机电处机电科科员 

文  崇    通风处通风科科长 

孙  涛    地质处综合科科员 

王  电    安全监察局应急救援科科长 

张建功    安全监察局综合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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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焦汾西：（6 人） 

闫志杰    安监局监察一处副处长 

乔  伟    安监局直属一分局监察员 

李志恒    集团公司机电处管理科副科长 

刘晓恒    集团公司通风处通风调度科科长 

赵海鹏    集团公司地测处水文科科员 

王建国    集团公司总调度室管理科科长 

山焦霍州：（6 人） 

黄江华    晋北能化公司安全处技术员 

张  华    辛置煤矿调度室技术员 

许福平    丰峪煤业安全生产部部长 

杜  辉    吕梁山公司安全处科员 

韩会民    晋南煤业安全处处长 

张亮化    霍煤机电部科长 

山焦华晋：（2 名） 

梁大勇    公司机电处供用电管理科科长 

吴晓明    地质测量处测量科副科长 

山焦投资：（1 名） 

张玉胜    正兴煤业通风科副科长 

山焦焦化：（3 名） 

严振华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监察员 

刘国华    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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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东和    生产调度中心总调度长 

山焦盐化：（3 名） 

刘高宴    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总工程师 

邢国勇    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分公司副经理 

史留冲   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环保管理干事 

山焦焦炭：（2 名） 

王俊宏    焦炭集团安监部安全工程师 

杨俊伟    益兴焦化化产主任 

山焦事业：（1 名） 

史松利    安全事务主管  

集团公司机关、直属单位：（10 名） 

郭建红    生产技术部掘进主管 

赵  进    机电部机电主办 

宋以斌    通风部防突主管 

刘德旺    资源地质部副部长 

王振宇    调度信息中心应急调度主管 

邢春芳    煤炭洗选加工部副部长 

焦景霞    环保部综合主管 

张志明    新产业发展局产业技术主管 

赵克俭    焦化产业发展局生产技术部部长 

赵辰星    电力产业发展局安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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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小组”先进个人（30名） 

山焦西山：（8 人） 

侯景平、刘卫红、冯  国、郝俊忠、李晓刚、王兴义、高 杰、

张妙伟 

山焦汾西：（10 人） 

柯智选、刘俊昌、贾若凡、李玉山、刘喜兵、康  涛、张文

杰、高燕杰、任锦华、王  晖 

山焦霍州：（8 人） 

李 乾、程 晖 、赵军虎、柳江波、郭海军、张永杰、刘 洋、

程 强 

山焦华晋：（2 人） 

张勇青、王智俊 

山焦机关：（2 人） 

刘光明、刘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