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6 —

附件 2

颁发从事环保工作二十年纪念章人员名单
（1188 人）

河北省（48 人）

石家庄市

范 涛、付建峰、盖仲夏、谷拥军、韩晓宁、何 平、李笑刚、刘京燕、

秘文伯、穆贵书、齐军波、权军平、苏艳超、王国亮、王永艳、晏海芳、

张淑芬、张玉梅、郑立明

秦皇岛市

柴小飞、李经伟、李来朴、李余普、李志民、孙晶明、王艳丽、杨玉红、

杨志军、姚志华、张兴洲

张家口市

崔志明、董智华、杜红艳、霍爱珍、籍万军、李曙祺、李文平、刘 礼、

刘晓琼、刘志成、史文洁、孙永生、王海龙、王晓华、杨少武、张秉东、

张建明、邹进宝

山西省（227 人）

大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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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生、李美琴、王天宇

长治市

宋艳丽、张秀清

朔州市

刘 勇、王秀花

晋中市

刘恩平、乔利芬、王利娥

忻州市

白艳花、毕雪飞、常建勋、陈海林、杜晨霞、段治军、樊裕伟、冯新云、

高计生、高建平、高栓文、郭丽琴、郭培旺、郭 霞、郭小燕、郭跃峰、

韩保华、韩润奴、郝晓波、贺利清、侯奋勇、华成龙、贾栓云、金 彪、

康丽萍、康永斌、康云清、李保印、李美良、李拓基、李喜怀、梁文毅、

梁晓燕、刘建民、刘建平、刘兰珍、刘培全、刘培智、刘钰梅、刘月明、

刘智军、吕 涵、马东兴、马文生、乔惠民、秦文彬、石维峰、史粉生、

宋新跃、孙建国、孙秋梅、王承恩、王光斗、王广清、王海英、王慧如、

王建梅、王军军、王 丽、王 敏、王 强、王守亮、王小光、王有厚、

王 玉、王招斌、王赵彬、王志强、王智田、蔚效荣、武丽英、辛丽君、

杨 春、姚俊成、姚美玲、姚文文、尹瑞英、袁丽萍、袁晓明、袁永生、

张 彪、张 彬、张崇德、张贵明、张红英、张建忠、张晋春、张俊峰、

张培莲、张瑞芳、张韶华、张生荣、张文凯、张宪文、张晓勇、张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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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庭、张旭平、张中原、赵 芳、赵继生、赵秀珍、郑灵芝、周瑞芳

临汾市

白海英、蔡晋强、曹春波、曹 健、曹 业、曹志红、常林虎、常林涛、

陈 明、陈文生、段 斌、段学录、冯安贵、冯长虎、付建中、耿林彦、

郭 利、郭志江、韩伯虎、韩金萍、郝文武、贺金萍、贺艳丽、侯国华、

亢元生、孔凡福、李朝霞、李富萍、李 进、李俊萍、李 丽、李秀英、

李云峰、刘金平、马小芳、马耀强、庞良成、乔国梁、乔秋萍、乔增卓、

秦安宏、师长玲、王 斌、王峰伟、王洪波、王会林、王建平、王 军、

王丽萍、王利东、王生蔚、王亭亭、王勇江、吴小丽、延冬凤、杨惠芳、

杨世宇、张爱琴、张德山、张刚刚、张静玉、张宵波、张艳萍、张志龙、

赵秉新、赵福宏、赵海军、赵海山、赵 凯、赵 荣、赵永青、朱永强

吕梁市

卜会玲、陈志栋、邓润莲、杜海平、范巧红、冯琦双、冯元生、郭金旺、

郭 靖、郭瑞珍、侯桂琴、胡林生、解秀兰、孔宝萍、雷俊福、李为时、

李新军、梁金玉、刘万生、刘志武、任文杰、王宝兰、王明杰、王秀丽、

王燕萍、王永斌、温兰亭、武英杰、薛建珍、杨 杰、杨瑞生、杨晓武、

姚淑红、姚月琴、殷继萍、由保林、张昪英、张肖鸿、郑冬梅、郑 军、

周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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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72 人）

吉林市

郭玉燕、马 勇、潘 卓、王立珩

白城市

凤云成、巩宪铭、郭玉凤、韩占红、孔令忠、刘中军、吕亚男、苏安秋、

席洪武、徐 伟、杨丽波、张 忠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鲍剑峰、曹世红、陈占霞、池英华、崔 虎、戴东信、邓 峰、范桂香、

高志刚、葛桂萍、韩成哲、韩志坚、河龙秀、胡家奎、焦安君、金柏松、

金光哲、金洪范、金美淑、李宝玉、李红花、李建新、李仁力、刘 晔、

刘大伟、刘 皓、刘 丽、刘艳红、马绍科、南善子、南熙国、朴春植、

朴燕子、秦世平、曲 彦、曲荣波、全文日、石庆辛、宋 凯、孙国英、

孙延边、孙月平、孙忠军、太 勋、唐道荣、田光华、王海柱、王敬龙、

王孝龙、王云鹏、文福顺、许长春、许 敏、鄢长江、杨 红、姚秀琴

黑龙江省（248 人）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及其所属单位

白丽明、白利彦、白显昆、百永铎、初卫星、姜慧玲、林殿广、林殿霞、

林宪策、那 彬、邵振久、孙 丽、孙连花、王桂玲、王红建、王兴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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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东、于振鹤、张 杰、张 利、张 文

哈尔滨市

陈继平、陈晓华、陈艳萍、程海云、褚 晋、崔喜秋、杜华兴、冯玉春、

付丛东、傅 强、盖凤臣、耿志伟、谷米楠、韩 东、郝国峰、何琳琳、

胡佐懿、黄雪松、贾 伟、姜春礼、姜书军、姜树新、姜艳荣、姜振武、

焦剑光、金 光、金海龙、金文彦、金文元、雷树义、李洪宝、李丽萍、

李希明、李亚璠、李彦锋、李彦霞、凌作光、刘春雨、刘桂萍、刘 涛、

马洪君、马 状、那立军、潘 晔、潘义文、庞云琦、孙立国、孙明德、

孙胜利、陶晓丽、田秀梅、王春吉、王东伟、王桂华、王宏双、王慧颖、

王希涛、王延民、魏连升、魏玉华、魏智勇、肖云峰、徐建国、杨丽红、

尹立梅、臧守新、张春秀、张海军、张敏琦、张宪君、张晓滨、张 艳、

张兆民、赵天晶、周广仁、周 军、周忠杰、朱立萍、朱银丽、朱玉凤

齐齐哈尔市

白雪琴、车大鹏、程少民、盖赫莉、葛 岩、古伟宏、姜月华、李国治、

刘慧敏、刘佳伟、刘 水、卢 杰、孙晓红、孙永侠、王 峰、王 刚、

王海军、王文安、王占文、吴桂英、夏岿然、于 丹、袁春来、翟志军、

张 铌、张 杨、张玉峰、赵永志、赵志刚、赵志明、钟喜华

双鸭山市

段晓峰、顾立荣、关喜兴、姜兰梅、寇 凯、李钟阳、刘艳丽、马 云、

毛 莉、孟凡勇、母 宁、宋秋丽、孙雅琴、孙兆杰、仝晓宇、佟德峰、

王峰枫、王 进、王文波、徐正忠、闫 伟、闫振峰、野广平、于春海、

于凤歧、张春华、钟海霞、周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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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

李红霞、高士华

伊春市

白艳斌、高洪艳、韩铁军、何 萍、刘桂荣、司桂芹、孙秀龙、滕玉环、

闫洪祯、于 涛、赵景春、赵占玉

佳木斯市

曹继江、黄振宇、嵇德慧、李春玲、李 平、李文香、李永军、刘 波、

刘长征、刘丽梅、王 丽、王治国、徐红霞、许亚娟、杨 勇、于海波、

张秋梅、张旭升、赵立权

七台河市

常冠杰、陈 雷、董京文、侯艳丰、黄占鳌、刘秀利、满利东、宋春生、

孙汉军、杨 庚、于维河、张春芳、张艳波、周学伟、朱丽华

黑河市

曹文宇、陈海荣、陈晶泽、陈兴华、崔代敏、丁玉波、董静民、高云鹏、

何方剑、金 然、李春勇、刘光源、任宇光、邵 宇、施大军、孙明绪、

王方城、王 刚、王国军、王国信、王慧鑫、王克仁、魏兆宝、武 欣、

俞 巍、张立军、张 丽、张 铭、张伟涛、朱文涛

大兴安岭地区

张世宏



— 52 —

黑龙江省垦区

陈喜东、黄信勇、霍学辉、曲 忱、时 丹、徐海林、张佳程、甄

洪飞、周岚秋

湖北省（14 人）

十堰市

刘全宗、冯靖芳、刘俊辉

宜昌市

税军华、孙万红、王琼艳、吴佑琼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邓华明、韩 军、沈芳玲、王进友、王 莉、吴秀荆、杨光胜

广西壮族自治区（42 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及其所属单位

黄科添、黄日明

南宁市

韦敏莲、梁诚梅、磨日辉、吴月梅、蓝铁锋、卢荣清、谢君创

桂林市

甘 丹、郭 琳、刘继慧、谭秀娟、唐龙彪、王 星、谢 芳、张洪伟、

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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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

陈汉琼、黄永平

百色市

雷春玲、李宏伟

贺州市

郭中宁、盘礼荣、曾庆军、钟羽兰

河池市

陈菊平、赖润芳、黎 斌、韦勇兰

来宾市

韦美凤

崇左市

陈华明、甘 苹、甘文锋、黄代轩、黄 锐、黄孙华、宋时业、汪小波、

王春宁、许永静、严敏玲

重庆市（1 人）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王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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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6 人）

攀枝花市

胡启斌、尧 江、袁莉华、张 琪、钟 磷

绵阳市

王官洪

贵州省（37 人）

梁 盛、张 静

贵阳市

卢 璐

仁怀市

刘作明

安顺市

勾清莉、黄卫民、潘首自、张 鑫、周 游

铜仁市

杨松清、钟小平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黎 珍、刘 磊、罗祖玉、陶春梅、夏黎明、郑传奇、钟林富

黔东南苗族同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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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刚、龙志德、王红艳、杨昌辉

黔南布衣族苗族自治州

陈 强、陈松祥、冯 勇、何梦宾、莫 睿、莫远鹏、徐卫东、杨 敢、

杨海箭、杨 林、杨平新、张 明、张振平、赵求实、周 峰

云南省（119 人）

昆明市

王 超

曲靖市

陈跃文、道明祥、丁东燕、丁新礼、窦红英、段惠芬、冯贵华、龚 平、

韩照宋、何少方、李会美、李 俊、李振波、梁洪斌、刘建学、刘贤彬、

马近高、沈贵宝、宋 斌、王宏华、吴道丽、严琼琳、杨韶辉、袁靖博、

张光群、张晓伟、张志雄、赵国丽、赵林华、赵 明、郑 亮、朱振铭、

邹开所

玉溪市

柏菊芬、程 红、邓菊华、邓琼仙、范承辉、黄 纬、蒋学东、金春华、

李明福、李浦安、罗跃禄、马学应、普文斌、施学梅、唐若翔、肖 颖、

叶彦强、张诚民、赵跃平

保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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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涵、杨晓英、杨云强、杨云忠、张 林

昭通市

王会其、王利平、杨利群

丽江市

陈孟华、和文山、和锡海、和志杰、罗林华、史玉仙、杨 洪、杨 英、

尹林珍、赵 玲

普洱市

柴 云、陈燕青、何 佳、罗晓波

临沧市

陈 良、陈俊玲、陆先文、施金安、苏菊芳

大理白族自治州

黄 琼、张 晋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黄建平、吕林菊、谭礼明、于淑春、张锦玲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白光亮、白 韬、阚 韬、李世凤、李星成、李银若、闵雪楠、武 勇、

徐 琳、许 璇、杨丽娟、杨 孺、张鸿莲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戴云川、刘建云、卢晓康、王 东、岩 叫、杨云霞、曾建平、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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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仁

楚雄彝族自治州

陈明枢、贾道平、唐汇方、吴青海、张 芬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过 团、胡 玲、罗海琼、张志英

迪庆藏族自治州

冯丽军

西藏自治区（2 人）

山南市

达 依、王晓雳

陕西省（46 人）

渭南市

刘西芳

延安市

白新文、高延平、呼建龙、李向军、刘凤梅、苗 燕、孙建军、王继昌、

吴红卫、杨清荣、张东莲、曹芳芳、曹焕奇、邓光明、郭 玮、呼忠雄、

黎高林、牛春梅、齐春红、齐应学、师 辉、拓延卿、王宝社、王一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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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玉静、张改荣、朱 涛、宗旭明

汉中市

封 昳、李功利、刘敬军、马 岚、晏安慧、张惠玲、张荣洲

商洛市

金乐凯、雷关博、李 宏、刘小苍、宋 毅、童年稚、王卫红、杨 斌、

张亚玲、张延安

甘肃省（218 人）

兰州市

邓玉杰、郭力荣、李 磊、马胜春、潘膺希、谈敦俭、张德军

天水市

成 军、董小玲、杜奕君、冯家颖、高志刚、侯 玲、景爱明、李爱珍、

李 凌、李彦泉、李怡君、刘 健、马 炜、马 媛、蒲 伟、戚 平、

强亚芳、苏 芳、孙启彬、唐红梅、王 立、吴佑生、杨 旸、杨永宏、

赵晓莉、周立新、宗晓霞

武威市

安冬梅、蔡 文、高继红、何 燕、贾维平、焦 斌、解成森、李 斌、

李慧琳、李文茂、马建福、毛军桂、祁玉霞、邵团员、施 栋、王丽芳、

姚立文、张成祥、张慧玲、张 丽、张有恒、张玉琴、章 义、赵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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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生文、赵志坚、赵自成、周登仁

张掖市

安雪莹、曹宏毅、陈爱萍、陈景昭、陈宁利、邓军德、杜 蓉、高晓琴、

何 萍、黄黎梅、李凤鸣、刘 诚、马玉芬、孙玉娟、王惠玲、王惠涛、

王建军、王黎明、王 昕、杨金英、杨秀峰、杨作胜、张 炜、钟进翔、

朱瑞坤

酒泉市

阿依努尔、白 彬、白云峰、崔建军、董玉肃、顾晓丽、韩芳玲、贺天华、

候玉萍、黄彦钦、黄玉海、李 梅、李 兴、李彦军、刘春霞、刘晓燕、

刘玉霞、罗布加、罗玉峰、马晓晖、苗献清、桑泉瑞、沈 强、王宏生、

谢长江、邢 军、杨光明、杨辉明、叶尔扎提、张凯军、张林海、张天玺、

赵红妮、朱永刚

庆阳市

陈丽娟、邓建国、董晓荣、段保军、段浩平、付奕宁、何玉荣、贺彩虹、

胡天明、黄君杰、焦会宁、景瑞云、敬小兰、廉红强、廖廷录、刘长春、

路 明、孟芳娟、祁 虹、齐巧芳、秦伟明、任晓玲、石永春、宋 波、

苏荣花、杨 婕、杨为民、于晓丽、张红霞、章会萍

定西市

李惠文、李茂清、李廷龙、廖小丽、卢爱民、卢爱琴、曲永军、

冉毅军、盛田萍、史彩丽、宋成俊、汪克忠、王冠颖、王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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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理、王廷宝、王赞仁、韦满堂、魏福荣、谢永强、闫秋燕、

杨梅秀、俞树汉、张延余

陇南市

包国贤、巩冬梅、姬 滨、贾红英、焦建平、刘明延、孙 琛、王文平、

王晓全、杨成全、杨 柯、袁 峰、张立群、张培红、张武平

临夏回族自治州

拜素德、董 亮、郭菊萍、康晓娟、刘云红、马彩霞、马冬梅、马小兰、

辛桃花、许成科、薛 梅、姚 蓉、姚雯蓉、张桂华

甘肃矿区

高玉龙、蒋秀芝、李 霞、刘 杰、马玉莲、孟 静、邱建华、王 录、

吴彦林、杨巧云、袁敏忠、曾卫国、张 力、周桂霞

青海省（26 人）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及其所属单位

李广英、李文军、刘信利、吴海萍、张生杰

西宁市

符 江、巩福成、吉玉芬、金 刚、李洪彦、李晓龙、马富明、

马 静、祁玉萍、施培荣、田富银、王黎明、王 勇、吴占元、

张锦梅、张秀英

海东市



— 61 —

李永捷、马小林、祁长录、辛有平、赵 龙

宁夏回族自治区（9 人）

石嘴山市

陈俊忠、李惠琴、芦长龙、肖 鸿

吴忠市

马翠花、马 英、孙彦香、田立勇、文玉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8 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及其所属单位

阿不都沙拉木·穆罕默德、阿依古丽·库尔班、党治林、郭俊亮、

李建军、罗丽萍、马 燕、袁 磊、张军国、赵新忠

乌鲁木齐市

曹春燕、常 咏、陈建峰、辜天军、胡晏玲、卡哈尔丁·阿不都热依木、李 寒、

李建刚、李 军、李 雳、刘道山、刘新凤、玛力娅·阿不都热合曼、田玉梅、

万 江、王 欢、喻昭旭、张 进、赵 华、郑斯超

吐鲁番市

崔允齐、何咏梅、宋咏梅

哈密市

杜 民、冯瑞明、马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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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

白 平、蔡宏建、邓 萍、顾 涛、韩 盛、金淑聪、李先魁、李玉荣、

潘竞明、彭 静、沈晓明、唐玲燕、王彦婷、徐长琴、许超军、杨荣生、

于 谦、余艳杰、张 斌、张国明、张廷阳、张艳萍、赵 兵、朱 旋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

阿衣夏木古丽·阿不来、刘 梅、买买提依明·阿不来孜、

努尔曼古丽·卡德尔、魏永强

和田地区

阿依努尔·玉荪

阿勒泰地区

比沙拉·托合塔尔汗、许永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 人）

第一师

许 明

第三师

卢新平

第七师

罗 春、马建明

第八师

马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