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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德 江阴市澄江环境卫生管理所
周云勤渊女冤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江阴市分公司

胡 澄 江苏苏青水处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春雷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续表

先 进 名 录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全国工人先锋号

江苏省劳动模范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服车间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车间焊接班组

江苏省无锡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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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萍渊女冤 江阴市实验幼儿园
朱叶峰 江阴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
蒋亚君渊女冤 江苏省宜兴中学
陈如华 宜兴市人民医院
刘志荣 宜兴市公安局
沈大庆 无锡市公安局北塘分局五河派出所
何 英渊女冤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王铭波渊女冤 江苏省无锡兰亭小学
严卫中 无锡市锡山地方税务局
孙凤妹渊女冤 无锡市锡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汝 江 无锡市惠山区审计局
张云龙 无锡市惠山地方税务局
吴亚芳渊女冤 无锡市滨湖新闻传播中心
顾立新 无锡市太湖实验小学
桑 梅渊女冤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太湖花园第二社区
张 洪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渊台冤

陈雁东 无锡市国家安全局
沈其生 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治安大队
刘 康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潘彬宾 无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才鸿 无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季 建 江苏省无锡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周静忠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堵国成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王晓刚 无锡市湖滨中学
俞孟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
杨承健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余进进渊女冤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毛仁俊 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欧阳荣梅渊女冤无锡市救助管理站
黄福民 无锡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沈永新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许 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江阴市供电公司
钱 刚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瞿建忠 江苏华西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张 伟 江阴神宇果品专业合作社
钱建新 江阴市月城鲜果源家庭农场
滕国俊 江阴市滕国俊阳庄菜业专业合作社
李全兴 江阴万事兴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缪志强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唐 懿渊女冤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江阴石油分公司
谢兴福 江阴市南闸街道谢南村
范春燕渊女冤 江阴市澄江街道城中社区
高 艳渊女冤 宜兴信宜时装有限公司
沈建强 宜兴市筋纹器紫砂艺术品中心
钟传武 江苏华亚化纤有限公司
胡旭东 江苏兴达文具集团有限公司
蒋东良 江苏宜安建设有限公司
胡志杰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
王道坤 宜兴市茶博苑茶叶专业合作社
王小明 宜兴市项珍茶厂
黄振球 江苏振球集团
朱锡培 江苏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上彬 宜兴市湖氵父镇张阳村
蒋仲良 宜兴市芳桥街道金兰村
林月萍渊女冤 无锡市梁溪区江海街道金宁社区
童金清 无锡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郝靖欣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姜文松 无锡市高速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邓伟雄 无锡市华驰运输有限公司
刘 叶 无锡市海联舰船内装有限公司
蒋建康 无锡市锡山区新悦农副产品专业合作联社
华啸威 无锡兴达泡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宋琴飞渊女冤 无锡锡能锅炉有限公司

尹国贤 江苏麟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任益新 中航卓越锻造渊无锡冤有限公司
陆志林 无锡锡山特种风机有限公司
魏宪举 无锡华测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杨建平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梅渊女冤 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环境卫生管理所
丁晓邕渊女冤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协民社区
过晓君渊女冤 希捷国际科技渊无锡冤有限公司
秦建军 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李晓峰 无锡衍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钟伟跃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袁彩凤渊女冤 富士通天电子渊无锡冤有限公司
何玉洁渊女冤 江南晚报社
缪雪龙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邓芳芳渊女冤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宋良庆 无锡湖滨饭店有限公司
郁佳玮 无锡市公共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徐正兵 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陈学军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裴建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东山支行
狄秀英渊女冤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宜兴支公司
顾 健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程学农 无锡华润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彭 莉渊女冤 无锡钻探工具厂有限公司
任 益 江苏北方湖光光电有限公司
谢生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张华林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李 珉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郭兆根 无锡大众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张 健 无锡市电子仪表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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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磊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主任科员
张亦华渊女冤 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副主任科员
杨 柳渊女冤 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八处处长
吴永勤 市发改委社会发展处主任科员

高丽婷渊女冤 市教育局副主任科员
陈 艳渊女冤 市公安局办公室副科长
陈建忠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和双拥工作处处长
刘建新 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处长

市委宣传部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市发改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
市财政局社保处
市人社局
市卫计委
市国资委
市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
市总工会女工部
共青团市委
市妇联
民进无锡市委
民盟无锡市委
市书法家协会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南中学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
江阴市民政局
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阴市澄江街道办事处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阴华西新市村
宜兴市民政局
宜兴市宜城街道
宜兴市和桥镇人民政府
宜兴市军粮供应站
宜兴市宜城街道巷头社区
梁溪区人社局
梁溪区扬名街道办事处
梁溪区黄巷街道办事处
梁溪区广瑞路街道办事处

锡山区文体局
锡山区厚桥街道办事处
锡山区荡口实验小学
惠山区民政局
惠山区卫计局
惠山区洛社镇政府
滨湖区民政局
滨湖区教育局
滨湖区荣巷街道
滨湖区雪浪街道办事处
滨湖区河埒街道办事处
滨湖区河埒街道产山社区
新吴区民政和卫生计划生育局
新吴区教育文体局
新吴区硕放街道民政办
新吴区旺庄街道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野七连冠冶先进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司令部警卫勤务营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测量船 4 大队测控部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教导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港湾勤务站
江阴市人武部政工科
宜兴市人武部政工科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692 部队 80 分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694 部队 68 分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720 部队 53 分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722 部队 67 分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723 部队 58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6 研究所科技处警卫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6 研究所后勤部卫生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83 部队试验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83 部队勤务汽车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801 部队通信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801 部队胡埭油料分库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31 部队 67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55 部队 74 分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无锡市消防支队新区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710 部队 58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926 部队信息支援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627 部队 56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756 部队技术保障室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苏省总队无锡市支队勤务中队
江苏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第二师第一团二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1 医院门诊部
无锡边防检查站

一尧地方单位

二尧部 队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野七连冠冶先进个人

一尧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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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燕青渊女冤 市财政局社保处处长
刘耀清 市人社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陈 剑 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副主任科员
杨文俊 市检察院干部处副处长
蔡 军 市总工会财务事业部部长
顾子乙 共青团市委社会部副部长
袁 迎渊女冤 市妇联副主任科员
郑小康 市双拥办干事
孙 璘 市国画院院长
周晓方 无锡日报时政要闻部主任
闫永庆 无锡电视台记者
王新潮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姚 枫 锡惠公园管理处副主任
王永平 城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顾青蛟 民进会员尧国家一级美术师
言锡忠 无锡将军书画馆馆长
王东海 江南书画院艺术家
顾文如 江阴市双拥办专职副主任
严小青 江阴市云亭街道办事处科员
金 瑾渊女冤 江阴市南闸街道办事处民政助理
李洪耀 江阴市临港街道长江村党委书记
卢旭娟渊女冤 宜兴市民政局科员
黄伟群 宜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陈付云 宜兴市丁蜀镇优秀企业家

王晓东 宜兴市新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加庆 梁溪区民政局科员
徐 岚渊女冤 梁溪区北大街街道办事处
刘彬彬 梁溪区山北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科员
陈卫东 梁溪经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白 磊 锡山区民政局副科长
薛志荣 锡山区东亭街道党工委委员兼东亭社区书记
吴春华渊女冤 锡山区锡北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助理
卢伟良 惠山区民政局人秘科科长
吕 新 惠山区堰桥街道办事处民政办主任
李 娜渊女冤 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民政办副主任
徐 贞 滨湖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张伟刚 滨湖区蠡园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尧

管委会副主任
黄东英渊女冤 滨湖区太湖街道办事处民政办主任
殷增新 滨湖区华庄街道华庄社区副主任
冯加明 滨湖区马山街道民政科科长
何溯蓉 滨湖区胡埭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倪 强 滨湖区蠡湖街道震泽社区主任
王娟娟渊女冤 新吴区民政和卫生计划生育局

优抚安置科科员
孙 军 新吴区教育文体局科员
周玲琴渊女冤 新吴区鸿山街道鸿运苑一社区民政专委
袁自先 新吴区梅村街道梅荆六期三社区办公人员

二尧部 队

于新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试验
技术部工程师

孙志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
测量船 1 大队航海部门政委

徐 胤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
通信团二站一中队队长

于 浩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80 部队
勤务船大队政治处宣传干事

达 飞 无锡军分区政治部干事
戚罗旭 无锡军分区政治部干事
葛振华 江阴市人武部政工科科长
关云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690 部队 11 分队副科长
吴风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693 部队营房股股长
施尚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720 部队秘书科科长
聂 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721 部队副政委
季 钦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724 部队政治处副主任
杨小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6 研究所政治部秘书
刘 芃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6 研究所后勤部

财务科助理员
马 珂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83 部队政治部干事

徐晓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83 部队勤务
汽车队指导员

林 炜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801 部队政治部干事
冯钰楠渊女冤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801 部队司令部

直工科干事
郭宏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31 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孙立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55 部队 74 分队战士
田元峰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无锡市消防支队

特勤二中队指导员
朱 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710 部队政治处干事
方少异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926 部队政治处干事
褚丹丹渊女冤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627 部队政治处干事
曾 彪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756 部队副主任
胡龙喜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苏省总队

无锡市支队二大队教导员
秦贵平 江苏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第二师第一团

后装处长
段同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1 医院政治处主任
刘 卉渊女冤 无锡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科长

卞忠华 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曹兰英渊女冤 中航工业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常建强 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
董斌仁 无锡市梅园公园管理处

2016年无锡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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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晋华渊女冤 无锡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范泽锋 宜兴爱宜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方 益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渊台冤
冯立新 江苏麟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冯宁翰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葛志军 宜兴市人民医院
郭大宏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何继宏渊女冤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拥军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黄本华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黄海燕渊女冤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蒋佳林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瞿立新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李学斌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康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刘 洋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陆建林 中石化石勘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陆金龙 一汽解放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毛军华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茆 勇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钱宏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58 所
邱红桐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史小明 宜兴长乐弘陶艺有限公司
宋政平 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
佟 柠渊女冤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王 彤 无锡市人民医院

王兴亚 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保健中心
吴建国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吴 杰 申锡机械有限公司
武凤霞渊女冤 无锡市南湖小学
夏 东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徐 菁 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徐夏民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羊正祥 无锡市人民医院
杨海军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杨 怀 无锡华能电缆有限公司
尤毓敏 无锡华光新动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进进渊女冤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张爱锋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茵二研究所
张小波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张娅姝渊女冤 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赵明昌 无锡祥生医学影像有限责任公司
朱海涛 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朱立松 央视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祝晓燕渊女冤 无锡市滨湖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
邹 健 无锡市人民医院
季文杰 中船澄西高级技工学校渊高技能冤
徐桥猛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渊高技能冤
余 廷 无锡市殡仪馆渊高技能冤
张洪琪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渊高技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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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贯林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主任
于 燕渊女冤 江苏阳光集团服饰公司设计部服装样板

设计师
王旭东 无锡市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职工
邬峥嵘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铆工
刘 冰渊女冤 无锡华润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版图设计

工程师
刘瑞恩 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长
杜华军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班组长渊焊工冤
李锋宝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副主任
张宏文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电气专业工程师
张洪琪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陈 亮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副班长
胡思敏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组长
顾 健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精修钳电工
倪德学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工
殷洪进 无锡国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质量工艺部部长
浦锡东 无锡客运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黄新和 无锡永凯达齿轮有限公司钳工班班长
曹永义 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谢文君渊女冤 六一四研究所电装技师
樊晓江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机电修理车间

技术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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