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 2018—2019 年度 

全国“安康杯”竞赛拟申报名单 
 

一、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西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天元铁路器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心特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宜君县阳湾国有生态林场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圣地蓝热力（集团）城区供热有限公司 

汉中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陕西省东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西安幸福林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北车站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二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 

包神铁路集团神朔铁路分公司河西运输段 

二、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 

西安印钞有限公司印码车间印码一班 

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综合车间钳工组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ERW制管班组 

陕西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游客中心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汉中汉文化博览园装饰装

修、景观绿化项目部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宁石高速公路二标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镇安分公司粉状车间制药班 

航天九院 16 所（7171厂）四车间电镀班组 

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二四大队有限公司中陕核钼业有限公司

钼铁车间班组            

西安赛特思迈钛业有限公司熔炼厂熔炼班组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安装分公司焊工班 

陕西交运运输集团万寿路汽车站客运一班 

陕西省通达公路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7国道洛川县土基

至黄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部 

中建七局四公司荣民金融中心项目部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超高压产品制造部总装二组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轨道交通 1号线红山车辆段 01

标段 01工区 



中国水电三局制安分局丰宁项目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至延安高铁项目总体组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石泉水力发电厂水调班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化学专业化运四班 

国道 109 线那曲至拉萨公路改建工程（那曲至羊八井段）第

二标段三分部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四采油厂化子坪采油作业区化

子坪作业区联合站 

陕西能源赵石畔煤电有限公司发电部运行三值 

陕建八建集团蓝光长岛国际社区项目部 

西部机场集团榆林机场有限公司旅检班组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50571钻井队 

陕西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自动化检定班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务段西安东运用车间

西京机车队“钢人铁马”机车乘务组 

三、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宝鸡市总工会 

铜川市总工会 

延安市总工会 

安康市总工会 

咸阳市永寿县总工会 

陕西省国防工会 

四、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个人 

张晓毅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王  晖   西安市总工会 

杜善周   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莉娜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俊杰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陕西省“安康杯”竞赛拟表彰名单 
 

一、陕西省“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唐都进口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切片工厂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宝鸡热电厂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西安长庆化工集团咸阳石化有限公司 

陕西美力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铜川宏大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铜川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渭南市临渭区水务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富平县供电分公司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洋县供电分公司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大河坝分公司 

陕西安康通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商洛尧柏龙桥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陕西航天时代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中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神府分公司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宝分公司 

陕西西法（北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陕西咸阳郑国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制造安装分局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公司 

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二公局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大唐西安热电厂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40902钻井队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榆阳区供电分公司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铝业分公司 

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陕勘院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八采油厂 

中铁宝桥（扬州）有限公司 

包神铁路集团神朔铁路分公司综合段 



二、陕西省“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西安市总工会 

汉中市总工会 

渭南市临渭区总工会 

九治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榆林车辆段 

三、陕西省“安康杯”竞赛优秀个人 

韩海涛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 

赵  倩   西安市应急管理局 

郑常涛   宁陕县应急管理局 

赵  辉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费改云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韩成刚   陕西盛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刘  嵘   西安市长安天然气有限公司 

杜荣慧   陕西宝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吴小林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滑  彬   陕西天士力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杜宏民   武功县应急管理局 



刘军喜   铜川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姜  成   陕西省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刘雪松   铜川市耀州区煤炭安全监控中心 

宇文攀   宜君县总工会 

孙  琼   渭南市应急管理局宣教中心 

路  敏   渭南城投集团工会 

刘  杰   延安市应急管理局          

党  玲   洛川县总工会                 

梁树广   吴起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慕东霞   榆林市总工会 

黄兴建   宁陕县绿宝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谢  辉   商洛陆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海英   洛南县农村公路管理局 

周  莉   商洛鑫圣源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刘  珺   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 

李建新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公司 

罗  成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刘新望   中国电信集团工会陕西省委员会 

景振禹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四研究所 

张晓辉   彩虹（延安）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立峰   西安中核核仪器有限公司 

孙  毅   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瑞国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贾志恒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宝分公司 

程选飞   陕西省交通医院 



张  涛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 

刘浪涛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 

王利民   陕西西法（南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刘礼国   中建二局二公司西安分公司 

许向阳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 

张  鑫   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陕西分公司 

刘晓宝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刘红刚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监室 

穆少静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东站 

计国平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唐培彤   中铁一局四公司工会 

孙世科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丽玲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杨志伟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杨瑞花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 

张春霖   中交二公局隧道工程公司 

张旭升   中交二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熊康军   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赵玉明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刘春娟   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瑞岭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刘希宏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杨瑞荣   包神铁路集团神朔铁路分公司 

黄  杰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刘爱英   陕西建工集团工会 



吴亚彭   陕建十一建集团 

冷  婷   西部机场集团汉中机场有限公司 

王学民   陕西能源赵石畔煤电有限公司 

陈  杰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贾建卫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 

张斯彤   陕西有色榆林铁路运销有限公司 

王  晶   陕西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  伟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高陵区供电分公司 

朱建军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 

赵宝利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气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