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文件

妇字 〔2013〕 12 号

关于授予张丽莉等 1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艾冬云等 30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

北京市女检察官协会等 200 个单位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的决定

　 　 近年来, 我国各族各界妇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饱

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在各条战线敬业奋进、 拼搏奉献, 不断创新、 勇攀高峰, 在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发挥了 “半边天” 作用, 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

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充

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妇女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的精神风貌, 是

亿万妇女的杰出代表和榜样。

为树立典型、 表彰先进, 大力宣传优秀女性的先进事迹, 用

榜样的力量引导和激励广大妇女, 全国妇联决定, 授予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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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十九中学语文教师张丽莉等 1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荣誉称号, 授予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主任艾冬云等 300 人全

国三八红旗手、 北京市女检察官协会等 200 个单位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荣誉称号。

全国妇联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 再

接再厉, 在新起点上创造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新业绩, 书写更

加绚烂夺目的人生新篇章。

全国妇联号召全国广大妇女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 以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为榜样, 学习她们忠于祖国、 情系人民, 自强不息、 奋

发进取, 学习她们勇于担当、 矢志奉献, 恪尽职守、 兢兢业业, 在

各自工作岗位上, 勤于学习、 乐于奉献, 勇于探索、 开拓进取, 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贡献力量,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附件: 1．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名单

2．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3．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全　 国　 妇　 联

201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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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名单

　 　 张丽莉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

卢新宁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钱阿玲　 江苏省吴江市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争艳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医院副主任医师

徐　 晓　 河南省郑州海龙集团董事长

刘　 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427 部队销毁站副站长兼技术 10

级助理工程师

黄　 薇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 常务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尼玛卓玛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室

主任

薛　 莹　 中航工业西飞国航总厂 “薛莹班” 班长

刘彩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周家镇东跃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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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北京市

艾冬云　 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主任

张　 伟　 北京市大兴区妇联主席

马小兰　 北京博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马　 菁　 北京家盒子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　 璠 　 北京市卫生局老年与妇幼卫生处 (精神卫生处)

处长

王凤进　 北京市银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出租汽车驾驶员

张　 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教务处处长

天津市

李　 莉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亦薇　 天津象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乃勤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系主任

王晶瑄　 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 案件管理办公室

主任

邬学青　 天津市南开区育红中学副校长

乔建英　 天津市静海县县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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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　 北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张思慧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科

助理检察员

河北省

孙玉春　 河北省承德市农牧局新能源办公室主任、 推广研究员

田家琳　 河北省张家口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局长

侯葵然　 河北省秦皇岛市妇联副主席

高淑珍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农民

肖　 雪　 河北省黄金佳集团董事长

杜雅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副行长

纪秀丽　 沧州渤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支部书记

申文霞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县委副书记、 组织部长

杨淑芳　 河北省邢台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

赵鱼企　 河北企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西省

孟佩杰　 山西省临汾市隰县文物旅游局干部

高桃子　 山西省保德县三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小梅　 山西省长治市宏达针纺有限公司经理

刘国英　 山西省晋中市妇联主席

武彩萍　 山西省山阴县金银花手工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

　 　 上官永清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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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素慧　 山西大医院妇产科主任

谢　 涛　 山西省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内蒙古自治区

赵　 晶　 内蒙古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 413 车间数控车床工人

乔　 霞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

郭二玲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

援助律师志愿者

　 　 诺日吉玛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恩格尔嘎查

嘎查长

山　 丹　 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制作中心网络节目中心主任

王春梅　 内蒙古博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燕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兼

编创室主任

辽宁省

孙　 波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玲杰　 辽宁省大连市妇联主席

姜秀云　 辽宁省抚顺市丰远集团总经理

尚　 书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大孤山经济区公安分局政委

杨晓方　 辽宁省锦州市财政局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锦州银

行监事会副主席

刘艳梅　 辽宁省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

王　 君　 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温泉职工疗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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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燕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　 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沈阳铁西支行行长

吉林省

熊　 梅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孙亚鹃　 吉林省荣发农业开发集团董事长

康　 伶　 吉林省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校长

姜　 丽　 吉林省白山市妇联主席

李晓华　 吉林昊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彩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新木

采油厂采油一队 5 号井组班长

刘德珍　 吉林省省直机关妇委会主任

黑龙江省

王　 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地铁分局政治处副主任

魏　 丹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所长

王丽华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妇联国学公益学校讲师

石岩梅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

段晶莹　 黑龙江倍丰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春姣　 黑龙江经济报社副社长

周秀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妇联主席

刘淑侠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火箭镇正兰四村党总支书记

孙　 伟　 黑龙江省鸡西市长寿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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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唐融融　 晨讯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高级副总

裁、 党委书记

孙爱军　 上海市虹口区广灵路小学校长

唐　 敏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刘美娟　 上海市宝山区妇联副主席

张引娟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浜村党总支书记

程美华　 上海市金山丝毯厂厂长

冯　 洁　 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旅检一科科长

朱晨红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江苏省

吴　 汾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兼研究院院长

包丽君　 江苏省华西新市村党委副书记、 华西金融投资公司

总经理

张　 俭　 江苏省徐州市妇联副主席

于巧锡　 江苏省常州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韩克勤　 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与

电费部副主任

蒋　 莉　 江苏省淮安市中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 科教科长、

党支部书记

孙益强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薛巧云　 江苏省高邮巧妹子科技养殖园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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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霞　 江苏省镇江市女性创业促进会会长

郑美琴　 江苏省泰州市工商局 “郑美琴工作室” 负责人

浙江省

陈辽敏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朱　 红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妇联主席

刘佳芬　 浙江省宁波市达敏学校校长、 党支部书记

全　 宁　 浙江省凯奇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党支部书记

裘菊兰　 浙江永通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宁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办主任

叶兰花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兴华社区副主任、 兰

花热线工作室主任

贝海芬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文昌社区党支部书记、 主任

陈异丹　 浙江省台州广播电视总台播音员

程惠芳　 浙江工业大学应用经济学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带头人、 教授、 博导

安徽省

李　 燕　 武警安徽省总队后勤部财务处处长

蔡昌凤　 安徽工程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

吴亚男　 安徽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皮划艇队运动员

张兆华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道办事处新建社区党委

书记、 主任

孙明霞　 安徽省淮南市市直机关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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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萍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五松社区党工委书记、 居委

会主任

刘秀丽　 安徽省天富电子 (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棠丽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渔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

陶旭临　 安徽省池州市妇联主席

许正莲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妇联主席

福建省

林　 丹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支部书

记、 主任

孙劲梅　 福建京剧院一级演员、 演出团团长

王挹青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黄小清　 福建省清流县供电有限公司余朋营业所收费员

李　 方　 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娟娟　 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戏剧团一级演员

蔡枫莺　 华甸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雪仙　 福建省古田县卓洋乡秀峰村党支部书记

沙爱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4 医院生殖中心主任

江西省

张秀桃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镇卫生院医生

余丽萍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湓城街道广场社区党支部书

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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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萍　 江西省景德镇市妇联组织宣传部部长

柳平霞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劳动服务贸易公司经理

廖　 丽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女警中队代

理指导员

谢林花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建山镇排楼村党支部书记、 妇

代会主任

戴永妹　 江西省抚州市银圣王洁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　 晖　 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副总编辑

徐闽洪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金土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东省

祖爱民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县委书记、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克键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氧化铝厂拜耳法四区电气工程

技术员

徐春梅　 山东省枣庄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高级经济师

李玲君　 山东省烟台市妇联主席

田素英　 山东省潍坊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倪丽君　 山东省济宁市妇联主席

刘　 秀　 山东省泰安市中医二院护士

季国梅　 山东省菏泽金霸商贸有限公司营业厅经理

王桂云　 山东协和学院党委书记

张志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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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徐　 晓　 河南省郑州海龙集团董事长

张颖波　 河南省周口市旅游局局长

陈桂杰　 河南中州快捷酒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月玲　 河南省洛阳市妇联主席

王庆祝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郭素勤　 河南省汇城基础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伟凤　 河南省安阳市慈善总会理事

李香芳　 河南省鹤壁市女摄影家协会副会长

邹辉琳　 河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高级教师

石瑞霞　 河南省妇联办公室机要员

湖北省

肖　 芳　 湖北省中山医院护士长

唐静平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 湖北省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

张明丽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冶炼厂电解二车间

钉耳一班班长

李红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

员、 公诉科科长

张　 华　 武汉科技大学绿色制造与节能减排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 教授

周　 巍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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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权梅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汇源矿贸公司经理

苏柳英　 湖北省鄂州市残联康复维权部主任科员

黄先碧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环境卫生管理

所道路清扫保洁员

张　 竞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湖南省

潘平波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局长

廖　 英　 湘潭日报社新闻部副主任

黄开淑　 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生殖中心

主任

朱春芝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丽仙　 湖南省益阳市妇联主席

邝光荣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妇联党组书记

乔晋平　 湖南省永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

张远方　 湖南省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产科主任

田晓英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移动公司古丈分公司

经理

冯丽君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助理检察员

广东省

刘绮玲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刑警大队政委

黄伟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下沙社区综合党委书记、 居委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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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奕平　 珠海出入境边防总站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二队副

队长

范毅桦　 广东省惠州市妇联主席

郑兆芬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委会委员、 妇代会主任

刘展红　 广东省江门市妇联主席

陈　 梅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运源水产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杜晓娟　 广东省茂名市锐旗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

袁利群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副总裁、 首席财

务官

郭　 姣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教授、 主任医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

谢华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衡阳街道中华中路社

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吴媚媚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李安妮　 广西蓝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淑梅　 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梁秋伶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妇联主席

植志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禁毒大队副

大队长

莫燕飞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黄秀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泗孟枫树林生态养殖

合作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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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立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来宾华侨投资区党委副书

记、 管理委员会主任

海南省

周　 凡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石世姨　 乐东创新妇女哈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郑洪波　 海南省三沙市市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赵立洪　 海南省琼海市妇联主席

孙　 茜　 海南省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

重庆市

周月华　 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西河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李　 莉　 重庆渝通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长

李龙梅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校长

周纪萍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惠工村社区党委东坪坡党

支部书记

孙　 燕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北社区党委书记

杨德碧　 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义和村二社农民

李春燕　 重庆腾汇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大渝网) 总裁

王洪英　 重庆市垫江县大石小学教师

陈寒梅　 重庆市云阳县妇联主席

四川省

邹宗凤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谢晓君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木雅祖庆学校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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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教师

黄　 曼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一级警司

王启蓉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白岩村卫生站医生

廖玉兰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双堡乡党委书记

冯学珍　 四川省乐山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环卫工人

马怀礼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紫石乡紫石关村党支部书记

郭　 骋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妇联主席

　 　 泽仁旺姆 四川省阿坝日报社工会副主席、 办公室副主任

牛红评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

贵州省

马培桂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养龙司乡幸福村村民

　 　 令狐婉琼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预防局副局长

麻志南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察局第四纪工

委 (监察分局) 书记

周明凤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稽

查局局长

钟　 晶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

村卫生室医生

孙方红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董王乡中心学

校支教教师

陈余贤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双山镇香田村妇代会主任

杨雪梅　 贵州红樱桃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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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杰　 贵州航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班长

云南省

李　 红　 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

刘　 炯　 云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交巡警支队副政委

张　 霞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机关工会专职副主席

段煜芬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变电管理所试验班班长

杜琼芝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鹏程茶厂厂长

李菊英　 云南省丽江市实验学校教师

尹菊轩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幼儿园园长

布　 称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镇妇联主席

陈凤仙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党委书记

西藏自治区

拉　 宗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朗县仲达镇卓康村村民

央拉姆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岗巴镇门德村村民

白锦华　 西藏自治区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副主任

马红梅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县级审判员

　 　 朗嘎次仁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党委书记

陕西省

纪文燕　 陕西省西安市葡萄研究所副所长

宋　 盈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北塘实验小学校长

陈雪芹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石家湾管委会贺家湾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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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屈秀琴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妇联主席

赵玉秀　 陕西省汉中白天鹅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郝世玲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主任

科员

崔荣华　 陕西省西安荣华企业集团董事长

黄庆雪　 陕西省安康市长兴建筑 (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素琴　 陕西竹园嘉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甘肃省

丁进梅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红柳沟村党支部书记

桂亚男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

徐秉良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植物病理系系主任、 教授

董晓玲　 甘肃省妇联组织联络部部长

张学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何瑞莲　 甘肃省平凉市巾帼志愿者协会会长

　 　 马太力哈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胭脂镇蒲家肉牛育肥

场创办人

青海省

陈海正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中医院总护

士长

李雅平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切阳什姐 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助理教练员兼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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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沨　 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

余美娟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五分局向家坝

项目部拌和厂拌和楼运行女子班班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李　 文　 武警宁夏总队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胡文慧　 宁夏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金海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妇联主席

马秀琴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园艺镇安乐桥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王雪娟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六盘山雪娟苗木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元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胡地亚

于孜乡盖买村党支部副书记

阿米娜·阿洪尼亚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拉斯奎镇阿

瓦提村党支部书记

丽达·皮尔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个体

工商户、 “爱心妈妈” 基金会负责人

古丽波斯坦·肉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人民医院产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吴素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古尔图镇福利牛

羊肉清真冷库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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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露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救助管理站

技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何国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五团二十一连连长

王惠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四团工会副主席、 女

工主任

解放军

冯　 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599 部队六局参谋

刘小娜　 总政治部歌舞团歌队一级演员

王玉锋　 解放军总医院门诊部住院管理科主任

郭慧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91 部队技术部二室高级工程师

周晓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053 部队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

简金蕾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导弹控制与测试系统教

研室教授

李贤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总

工程师

曹军英　 沈阳军区总医院特诊科主任

张　 颖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410 部队话务连连长

贺　 珍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100 部队 98 分队政治指导员

刘　 蓉　 中国人民解放军 78086 部队 51 分队政治指导员

冯欲晓　 武警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队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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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机关

杨　 雯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文处处长

孙晓芳　 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所长助理

赵　 嵋　 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办公室正处级调研员

叶　 梅　 中国作协 《民族文学》 杂志社主编

周　 岩　 新华社对外部记者、 英文编辑

中央国家机关

韩晋萍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长

王　 英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信息处处长

王　 静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 主任

李　 宁　 司法部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金冬霞　 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应急二处处长

单杏花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

师、 研究员

张广卿　 农业部直属机关工会主席

刘　 春　 商务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

徐荟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主任科员

钱青俊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所职业健

康监护中心副主任

郑筱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李清泉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检测室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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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京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证券投资部处长

杨李梅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局综合处处长

石宝凤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特种材料研究院基础技术室主任

关晓红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主任

罗　 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四川维尼纶厂分检车间主任技师

李　 萍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工

会主席

段　 恺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

刘颖慧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信访办公室原高级经理

吕秋菊　 国资委直属机关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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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北京市

北京市女检察官协会

北京市农村科技服务港

北京市第五幼儿园

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怀柔区妇联

天津市

天津市华夏未来少儿艺术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爱心妈妈” 小组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

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女子俱乐部

河北省

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衡水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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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邢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妇联

山西省

山西省太原日报报业集团太原晚报副刊部

山西省大同市华林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吕梁市妇联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财政局

山西省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妇联

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勘测设计院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呼和浩特销售分公司石

西路加油站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阿拉善盟分公司乌斯太营业部

辽宁省

辽宁省鞍山市卫生局

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中国药都综合服务大厅

辽宁省阜新市自来水总公司

辽宁省铁岭广播电视台社教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市燕都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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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盘锦市妇联

吉林省

吉林省通化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吉林省长春市公路客运总站

吉林省白城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妇幼保健院健康管理科

吉林省辽源市社会福利院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柴河林业局晨光林场巾帼突击队

黑龙江省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武警黑龙江省边防总队哈尔滨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三科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燎原学校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女子大队

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司法局南桥司法所

上海市崇明县政府招待所 (锦绣宾馆) 餐饮服务组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家庭用药》 编辑部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解放日报党政部

上海永达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96818 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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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江苏省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晋陵中路营业厅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蔡淑娟班组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风景区船娘班

江苏箭鹿毛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妇联

浙江省湖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窗口

浙江省嘉兴市 96345 社区服务求助中心

浙江省丽水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急诊科

安徽省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

淮海实业发展集团淮北秋艳公司万祥服装厂

安徽省淮北市环境卫生处清洁一大队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安徽省芜湖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安徽省马鞍山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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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厦门大学妇女 / 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福建省福州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户政中心

福建省上杭农商银行兴杭支行

福建省军区通信站一连话务分队

江西省

江西省女检察官协会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社区服务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房地产交易市场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科

江西省萍乡市国税局征收局第二办税服务厅

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服务台

山东省

山东省东营市地方税务局东营分局纳税服务中心

山东省威海市中医院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妇联

山东省聊城市邮政局大楼邮电支局

山东省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胜利石油管理局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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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医院

武警河南省边防总队郑州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

郑州佛光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女子检查中队

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气集输大队文一联合站外输岗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地方税务局妇委会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都市报社会部

湖北省黄石市老虎头小学

湖北省十堰市城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第二分公司 4 路女

子线路

湖北省荆州电视台 “江汉风” 橙色娘子军栏目组

湖北省宜昌木兰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雷锋纪念馆

湖南省株洲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湖南省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湖南省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湖南省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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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妇联

广东省阳江市国家税务局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广东省清远市妇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护理团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广西柳州钢铁 (集团) 公司金属材料供应公司加工配送车

间行车班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三隆镇三隆村妇代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妇联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税系统妇女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

海南省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步道所女工抢修班

海南省国营乌石农场岭头茶叶加工厂高香茶班

海南省中医院妇产科

重庆市

重庆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 118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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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崇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重庆五洲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四川省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一护理部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安康家园管理办公室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锦江区妇产科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办证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

贵州省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人民医院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临床医学一系)

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技术指导所

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部通信站有线中队

云南省

云南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 (强制隔离戒毒) 所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科技结算中心资金结算部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瑞丽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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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云南省玉溪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林业局妇女工作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安多县妇联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西藏自治区公路局昌都公路分局丁青公路养护段十九道班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妇联

陕西省咸阳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陕西省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陕西省安康市中医医院总护理部

甘肃省

甘肃省女子监狱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女子讲解队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临床医学中心

甘南公路总段临潭公路管理段城关养管站

兰州城市学院团委

青海省

青海银行胜利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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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女子岗

青海省湟源公路段湟源工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宁夏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

宁夏邮政公司直邮服务团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中卫分局中卫收费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道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南郊客

运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第一小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红旗幼儿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葡萄沟景区管委会 (街道) 妇联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妇产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七团妇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第一中学

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416 部队 40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2170 部队第二保管队叉车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61 部队 7 分队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486 部队 83 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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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勤务学院基础部数学教研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 68321 部队 21 分队一排一班

解放军第 107 医院干部病房

南京军区政治部体育训练中心羽毛球女队

武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第二支队特勤中队女子特战排

中直机关

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财务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晚间节目部

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图书商报社有限公司

中央国家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考试教材处

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发布处

公安部警卫局外宾警卫处女外宾随卫组

财政部科教文司科学处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地矿导刊编辑部

水利部水文局网络中心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遗传优生研究中心

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办公室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案件审理六处

中国地震局国家地磁台网中心

国家电网公司河南省电力公司洛阳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运行方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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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江苏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轿车股份公司一工厂涂装车间中央控

制室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设管室策划

评价组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债券发行管理处

主送: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中直

机关妇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 解放军总政组织部, 机

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主席、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13 年 2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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