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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53 家 )

北京电力公司北京电力试验研究中心主变检修一班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滦河发电厂电气配电班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河津发电分公司

太原供电分公司
‘

洪产党员号
,

供电故卜朝仓修服务队

山西阳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控计算机班

内蒙古包头供电局

内蒙古呼伦贝尔电业局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霍煤集团露天煤业公 司南露天矿电 37 号包

机组

内蒙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变电工区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海勃湾发电厂锅炉运

行五班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沈阳超高压局辽阳变电站检修

三班

吉林省通化供电公司

大唐浑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修配分公司修轮班

黑龙江省牡丹江水力发电总厂

黑龙江省黑河电业局

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

江苏省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

浙江省金华电业局

浙江省温州电业局高压修试工区继保班

安徽省马鞍山发电厂锅炉分场风机班

大唐陈村水力发电厂检修一次班

福建华电漳平电厂

福建省莆田电业局妨石变电运行集控所

江西省电力公司

江西鹰潭供电公司贵溪供电直属所

江西省景德镇供电公司低压班

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司

山东省泰安供电公司

山东威海热电厂

山东电力研究院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莱城发电厂

山东百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汽机本体班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湖北省电力公司鄂州供电公司

葛洲坝集团三峡指挥部右岸厂坝项 目部综合一队

木工班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发电厂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

海南电网公司

贵州电网公司

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厂检修分厂机修班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陕西省电力公司渭南供电局

青海省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运

检班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5 名 )

刘振现 河北省赵县供电公司工程师

王耀斌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下花园发电

厂工人

梁俊义 (女 ) 河北省清河县供电局高级经济师

刘会堂 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马振华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兴安电业局副总工

程师

史建军 内蒙古自治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技术部高级工程师

王凤成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农电管

理局局长

托 克 (蒙古族 )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主席

程海涛 (回族)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丰

镇发电厂工人

许德久 辽宁省电力总公司两锦供电公司连山供

电分公司经理

卢 健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学 辽宁省阜新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工区东梁

一次变电所所长

王清文 辽宁铁岭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筹备领导

小组组长

杨全亭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虞树水 黑龙江省哈尔滨电业局动力供电局工人

侯国飞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电业局铁锋供电局生

产局长

周建峰 江苏省通州市供电公司平潮供电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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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志刚

周士跃

马 将

华平富

项修波

宋廷米

易 斌

杨宁生

卢元庆

政经理

罗道生

谢凤国

孙立山

于信友

付迎拴

李玉亮

严君国

邓少雄

周 伟

景琪氓

朱再兴

陈建强

徐亚平

江苏省镇江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江苏省盐城供电公司总经理

浙江省绍兴电力局技术员

浙江省阳市供电局工会主席

浙江省三门县供电局健跳供电所所长

安徽省淮南供电公司客服中心主任

安徽电力望江供电有限公司工人

安徽省电力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仙游县九仙溪水电开发总公司行

江西省上高县供电公司工程师

山东省莱阳市电业公司经理

山东省即墨市供电公司经理

山东省乳山市电业公司经理

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经理

河南鹤壁万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河南省浙川县电业局局长

湖北省电力公司赤壁市供电公司经理

葛洲坝集团公司澜沧江施工局副局长

湖北省襄樊供电公司变电部操巡队工人

湖南益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广东省广州供电局输电部线路工人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检修部热机

分部副主任

吴周春 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

叶碧明 广东电网公司茂名高州供电局局长

唐劲军 广西电网公司来宾供电局变电管理所二U怪师

王远荣 (壮族) 广西水电工程局大化水电站般

闸工程部经理

张春城 重庆市电力公司总经理

黄凯旋 中国成达工程公司印尼大电站项 目施工

经理

刘金焕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宏元 四川省绵阳电业局安县电力联营公司专

责工程师

赵显忠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机电安装分局

总工程师

田中涛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三分局总工程师

赵三其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振伟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主任

张 波 (女) 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信通公司信

息 自动化部副主任

袁希明 青海华电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秦万璋 青海省涅源县电力公司大华供电营业所

工人 (农民工)

高凤林 宁夏电力公司工会主席

}翰蟒蜂嘟熬钟群稗辫解
一 等 奖

序序号号 项 目编号号 项目名称称 主要完成单位位 主要完成人人

11111 20 0 63 0 9777 输电线路固定 串串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

甘肃省电力公司司 郭剑波 武守远 陈晓伦 李国富富

补补补补/可控串补装置置置 杨玉林 汤广福 陈维江 彭夕岚岚

林林林林林林集明 王劲武 荆 平 李效珍珍

李李李李李李志兵 吉 炜 王维洲洲

22222 20 0 6 30 7 111 大容量
、

35 kV 级级 云南电网公司
、

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缆 信 赢 廖泽龙 韩征和 肖 鹏鹏

实实实实用化超导电缆系系 有限公司
、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究 侣蜀明 毕延芳 刘 庆 侯 波波

统统统统的研制及应用用 所
、

清华大学
、

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公 丁怀况 王国林 张 哲 周 海海

司司司司司
、

安徽万瑞冷电科技有限公司
、

华中科科 杨锡城城

技技技技技大学
、

上海电缆厂有限公司司司

.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于 2。。6 年 12 月 26 日在京召开会议
,

评审出 2。明 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获奖

项目共 95 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