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文件

妇字 〔2014〕 10 号

关于授予樊锦诗等 1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高晓虹等 300人全国三八红旗手、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

中心等 200个单位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的决定

　 　 2013 年以来, 我国各族各界妇女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自觉把个人梦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之中, 立足本职岗位, 努

力创新创造, 用智慧和汗水在各条战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 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撑起半边天,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 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妇女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担

当, 对人生事业的执着追求, 对社会他人的无私奉献, 对家庭美

德的践行传承。 她们是亿万妇女学习的楷模。

为广泛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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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樊锦诗等 1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

标兵荣誉称号, 授予高晓虹等 30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 北京市红

十字血液中心等 200 个单位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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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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起点上砥砺奋进, 创造出新的更大的业绩。 全国妇

联号召各族各界妇女以受表彰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红旗手

(集体) 为榜样, 热烈响应中国妇女十一大发出的 “巾帼建新

功、 共筑中国梦” 的号召,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踊

跃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洪流, 将弘扬自尊、 自信、 自立、 自

强的时代女性精神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结合起来, 将发挥自

身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 “半边天” 作用与发挥女性在文化道德

建设中的独特作用结合起来, 在各自岗位上追梦圆梦、 建功立

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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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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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名单

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院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兰州大学

博士生导师

李贤玉　 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总工程师、 研究员

张永莲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

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科院院士

邓迎香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董架乡麻怀村

农民

李兰贞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荀笑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排水集团顾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掏

班班长

王红心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治处主任

马恒燕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副校长、 湖畔

分校校长

武秀君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南甸镇滴塔村农民

郁霞秋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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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北京市

高晓虹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部长、 教授

李晓玲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技术中心

副主任

刘　 英　 北京市平谷区妇联主席

张桂琴　 北京绿山谷芽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　 静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

薄成书　 新世纪东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权忠敏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郭　 涵　 北京市第 101 中学校长、 上地实验学校校长

肖　 炜　 北京兰超服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市

张　 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东丽华明支行客户经理

冯翠玲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　 瑛　 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副团长

贾　 琴　 天津威莎世纪美容集团总裁

王　 超　 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杨月春　 天津市金港华不锈钢商用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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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玉凤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阜镇一街党委书记、 街委会主任

王月华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昔阳里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

会主任

河北省

李志宏　 河北省石家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黄云峰　 河北省承德市第一幼儿园园长、 党支部书记

张淑梅　 河北省张家口市妇联主席

刘桂兰　 河北省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

(失业保险处) 处长兼就业服务局副局长

朱立春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医医院院长、 党委副书记

周维丽　 国家电网廊坊供电公司党委书记

张学敏　 河北省保定市旺盛敏达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居艳梅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医院副院长、 妇产科主任

刘会平　 河北省邢台市丰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致慜　 河北省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山西省

刘桂芝　 山西省长治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

阎继红　 山西省太原六味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郝江陵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委副书记、 县长

赵　 裕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王禹乡党委书记

段爱平　 山西省长治市襄桓县王桥镇返底村党支部书记、 村

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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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波　 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市长

李战辉　 太原铁路局侯马车务段运城火车站副站长

吴　 波　 山西省妇联发展部部长

陈玉芳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代村妇代会主任、 博达

学校校长

内蒙古自治区

李元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

阿荔惠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

梅园雪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农牧业局副局长、 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李淑清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院长

高艳丽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泰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

娜仁花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妇联主席

王岩坪　 内蒙古大法扬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辽宁省

李建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孙秀华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莲山街道榆树房村党总支书

记、 村委会主任

黄显芬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妇联主席

秦晓杰　 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马怀颖　 辽宁省巴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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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瑶　 辽宁省铁岭远田企业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

姜淑秋　 辽宁省朝阳凌塔酿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丹　 辽宁省盘锦市高级中学高三年部主任

唐　 秀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北三家乡北三家村党

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吉林省

崔满华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院长助理、 妇产科主任

金永鲜　 吉林省四平市妇联主席

董树文　 吉林省辽源誉隆亚东药业总工程师

赵玉丽　 吉林省通化红星洗煤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林松淑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公园街道园辉社区

党总支书记

陈　 洁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

郭　 丽　 长春理工大学妇委会主任

黑龙江省

王淑云　 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伟业虫草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高天姿　 黑龙江雪乡律师事务所主任

于桂芳　 黑龙江省哈尔滨商委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牛彩云　 黑龙江省龙煤七台河分公司运输部工务段轨道车司机

国　 杰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林业局小昆仑林场妇委会主任

杨　 晶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韩春慧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医院内一科导管室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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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驰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砚山镇福祥村党支部书记

孙　 静　 黑龙江省金鼎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市

王丽萍　 上海电影 (集团) 有限公司编剧

张　 苗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小鸿　 同济大学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　 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肾病科副主任

贺　 佳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统计学教研室主任

葛海英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

裘　 索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谭金凤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蔡蕴敏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伤口造口护理组组长

江苏省

史爱华　 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学

术带头人、 教授

汤亚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中村村民政助理

陆汉萍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

崔　 花　 江苏省盐城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民航站站长

李建梅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绿源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

陈玉瑛　 江苏省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

王咏梅　 国家一级作曲、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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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香玲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大地蓝绢纺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谢建红　 江苏省苏州市妇联主席

孙金葵　 江苏省宿迁市巾帼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

浙江省

王滨梅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浙江越剧团) 副院长、 副团长

薛滔菁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市场经营部总工程师

马春玉　 浙江省宁波市宝韵音乐幼儿园园长

蔡晓秋　 浙江省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苏卫琴　 浙江省长兴大洋生物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芮红卫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

江桂兰　 浙江省台州富岭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应林翠　 浙江绿园禽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丽琴　 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安徽省

丁凤琴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养殖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刘万霞　 安徽省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 董事长

杨苗苗　 安徽省蚌埠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白　 琳　 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

黄爱东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

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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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允芝　 安徽省毫州市涡阳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徐晓霞　 安徽省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护士

徐　 卫　 汉爵集团安徽区域董事长

秦凤玉　 淮北矿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

新区党委书记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皖江学院副院长

福建省

陈素珍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尚社区党委书记

林　 芳　 福建省漳州光照人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光园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五一村党支部书记、 妇

代会主任

冯素金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城厢镇副镇长

陈黎华　 福建省女子监狱直属二中队副主任科员

黄六莲　 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系主任

苏巧金　 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孟昭丽　 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

林海艳　 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班技术员

江西省

邹德凤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医疗服务部主任

喻　 琳　 江西江铃集团控股公司质量部质管员

蔡玲玲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陶瓷研究所所长

洪　 葵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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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菊清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万石深圳希望小学妙岭

教学点教师

兰念瑛　 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乌石镇新月村党支部书记

郭　 皎　 江西省宜春市妇联主席

王晓燕　 江西省女法律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

车晓燕　 江西省欧泰龙家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东省

郑秀云　 山东省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院长

赵士梅　 山东省泰安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刘艳艳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西关社区居委会主任

苏佃俐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刘淑秀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县委书记、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慧君　 山东省德州市妇联主席

刘培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冷严凌　 山东省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朱丽娟　 山东省审计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妇委会主任

刘　 骏　 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文教新闻采访部主任

河南省

吕妙霞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城关镇农民

吕　 娜　 河南省妇女问题理论研究会理事

李　 芳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鑫山怀药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民

进河南省委经济联谊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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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洁　 河南省开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胡相云　 河南省信阳市银行业协会副会长

罗文阁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农科所农艺师

梁丽萍　 河南省平顶山市半边天家政服务中心主任

付喜珍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世纪鑫公司职工

钱晓玲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合作社理事长

王月季　 河南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湖北省

易　 勤　 湖北省武汉市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经理

何　 艳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所长

邹　 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肖祖红　 湖北省黄石市爱心满园义工之家理事长

刘发英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

副校长

陈增月　 湖北山缘山珍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英　 湖北省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总监

代红艳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公路管理局倒店道班班长

谢爱娥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处船头咀村妇代会主

任、 卫生室医生

朱　 琳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邮政局沙道沟

邮政支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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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谭慧慧　 湖南省长沙市妇联主席

易桂芝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环卫处天台路清扫班班长

肖雨林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郊乡新塘村党支部书记、 村

委会主任

肖跃莲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董事长

匡　 玲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阮　 梅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文联主席

彭海珍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精神病医院党组书记、 院长

肖艳萍　 湖南省怀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

叶春宁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诚成纺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

许　 宁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音乐厅项

目总工程师

广东省

林悦卿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斗门分局坭湾派出所科员

陈兆年　 广东省珠江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李亚威　 广东省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国家一

级编剧

沈小琴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北沙村党总支书记、 村

委会主任

肖卫华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区委副书记、 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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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静　 广东省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吴　 丹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消防局局长

方卫玲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城基中学暨城基实验中学校长

林少卿　 广东省揭阳市工商局副局长

陈小苹　 广东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杜丽群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

张建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恒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

驾驶员

赖　 群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 局长

庞光玲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妇联主席

何　 玲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村委

会主任、 妇代会主任

韦雪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荷城义工协会会长

黄业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六麻镇上合小学水表

分校教师

甘伟珊　 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南国早报副总编辑

陈红岗　 广西八桂女子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海南省

徐　 雯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杨秀英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校长

李良珍　 海南省琼中爱奇兰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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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娟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环卫站工人

苏生转　 海南省临高县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重庆市

谢　 琳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眼科副主任

曹敬明　 重庆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钟　 黎　 重庆市渝中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纪委书记

李　 洪　 重庆市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腊梅　 重庆市綦江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市政管理监察支队支队长

唐琼仙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清扫工

周　 娟　 重庆市梁平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 副校长

余培珍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居民

彭吉华　 重庆市铜梁县妇联主席

四川省

李春梅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东街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

吴菊芬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委群工部副部长、 县信访局局长

颜俊辉　 四川省成都盛世文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武　 静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纪委正县级干部

贾　 娅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妇联主席

吴　 艳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鑫燕畜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凤林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太平镇敬老院院长

牟　 杨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马道供电所所长

徐朝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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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剑霞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大坪子乡中心校校长

贵州省

邓迎香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董架乡麻怀村农民

李　 华　 贵州省六盘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史开艳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谷堡乡平滩村党支部书记

戚咏梅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委书记

龙丽红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郑场派出所教导员

陈湘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总经理

朱伟华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龚翠萍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总医院工会干事

龙清孟　 贵州省种畜禽种质测定中心副科长、 高级兽医师

云南省

舒　 群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香九妹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西当村村医

张仪姬　 云南建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史庆兰　 云南省呈贡体育训练基地山地自行车运动员

肖　 洁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　 晶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 校长

杨凤兰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洼垤乡妇联主席

柯应美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美良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金峰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佤山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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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格　 桑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劳麦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丹增卓玛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住院部主任

王　 丽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监督二处处长

德　 吉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处长、 团委书记

　 　 西洛卓玛 西藏竞技体育管理中心摔跤运动员

陕西省

周苏萍　 陕西省咸阳市机关幼儿园园长

米　 莹　 陕西明珠瑞吉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小侠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曙光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杨景芹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明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沈秀丽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爱心老年公寓院长、 海滨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纪凤兰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新街子镇立集村村委会主任、 妇

代会主任

杨小翠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消化病科主任、 内科党支部书记

王彩凤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宋亚平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少儿艺委会主任

甘肃省

张晓燕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幼儿园园长

苏秀霞　 甘肃省庆阳市巾帼联谊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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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亮　 甘肃省平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

张红巧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李燕敏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妇联主席

王淑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嘉峪关分公司党委

书记、 总经理

冯　 卉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青海省

董守莲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林业工作站站长

郭得兰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中医院副院长

周措加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江河镇索德牧

业社牧民

卓玛措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妇联干部

张景华　 青海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

马恒燕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副校长、 湖畔

分校校长

赵　 静　 宁夏森木隆节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李东梅　 宁夏日报社会新闻部记者

马金莲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盟固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柏玉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礼和乡星火村党支

部副书记、 妇代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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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瓦汗·艾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妇联副主席

马莲霞　 新疆交通建设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库丽仙·热夏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喀拉

玛盖乡顶山牧业寄宿制小学校长

白建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恒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茹仙古丽·沙吾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维吾尔医医

院院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　 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火箭农场司法所所长

王英红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解放军

张　 雪　 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军事五项队运动员

岳　 红　 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演员剧团一级演员

赵彤言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媒介生物学和

防治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张　 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21 部队 13 室副主任

关　 欣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404 教研室主任、 教授

景　 博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检测技术与状态监

控教研室教授

谢凌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165 部队 21 分队副分队长

唐玉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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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温　 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 65066 部队军官训练教研室高级讲师

黎　 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 191 临床部精神病一科

护士长

郝　 娟　 武警江苏省总队医院南京分院政委

李诗佳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特种作战系学员

中直机关

白天亮　 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专刊编辑室主编

徐小萍　 共青团中央实业发展中心中青印刷厂厂长

郭　 静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 台副台长

陈玩娟　 新华社总编室值班室主任、 总编室工会主席、 妇委

会主任

付明新　 中国外文局人民画报社俄文 《中国》 杂志编辑部主任

中央国家机关

高晓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员

牛育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处处长

韩劲红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直属基建处处长

王志勤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所所长

王巧红　 国家安全部调研员

蒋　 捷　 国土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天地图工作部主

任、 总工程师

厉　 青　 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大气遥感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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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抒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工程技术处处长

王淑芳　 交通运输部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

辛晓平　 农业部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呼伦贝

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常务副站长

翁红雅　 审计署科学技术审计局二处副处长

赵文霞　 国家林业局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副所长、 研究员

张凤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综合处副处

长、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林国庆　 国家开发银行风险管理局风险管理一处处长

罗　 英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所反应堆结构设计研究

室主任

刘　 敏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采油

工艺总师

王　 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一

所继保自动化班副班长

包德梅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李辉遒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深圳分公司政企客户部高级项目经理

郭红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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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北京市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人民法庭

北京日报社会新闻部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学前教育处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妇联

天津市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天津市粮油集团利金公司利达主食大厨房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女子民兵双 25 高炮连

天津市河西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河北省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特殊教育中心

河北省承唐高速公路唐山管理处唐山机场收费站

河北省秦皇岛市档案局

河北省廊坊市房产交易登记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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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亚华大酒店有限公司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

山西省女医师协会

山西广灵荞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儿童福利院

中国工商银行山西分行吕梁石州支行

山西省临汾市幼儿园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大街第四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妇联阳光家庭服务中心

辽宁省

辽宁省鞍山市统计局

辽宁省丹东市自来水总公司元宝营业管理处抄收三班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辽宁省营口市中心医院儿科

辽宁省辽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信支行

辽宁省葫芦岛市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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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白山市经开区国家税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营销服务

中心长庆营业厅

吉林省松原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长春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审判法庭

国家电网鹤岗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计量部

黑龙江省绥化市妇幼保健院病理新生儿科 (NICU) 护理班组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草业研究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二马路小学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上海市

上海浦东新区高行爱心妈妈志愿服务社

上海市徐汇区 “开心家园” 心理咨询工作室

上海闸环灵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李影厕班组

上海市青浦区婚姻登记管理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虹桥开发区支行营业厅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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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江苏省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妇女维权合议庭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巾帼创新基地

江苏省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女职工委员会

江苏省扬州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女生组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护理组

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东平巷社区

浙江万里学院生物科学系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浙江森宇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建社区

安徽省

安徽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女子手球队

中煤矿建第三十工程处挖金湾项目部女子绞车班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贴心小棉袄” 服务热线

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黄山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汤口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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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奎霞海防民兵哨所

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莆田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荔城

运维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南平分公司市区营销中心四

鹤营业厅

福建省宁德市畲族歌舞团

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福州客运北站快客班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0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蓝心”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百佳城社区居委会

江西省新余市公路管理局分宜分局机械物资管理站冷补车间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园门管理局换乘中心售票处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市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市 12319 服务热线管理中心

山东省淄博安心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旅客服务保障部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山东澳东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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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英才学院妇委会

河南省

河南省财政厅国库支付局

河南省警察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系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女职工委员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河南省郑州海龙集团

湖北省

湖北日报政治新闻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鸡鸣城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特殊教育学校

湖北省十堰市法律援助中心

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鄂城大队 “女警护学队”

湖南省

湖南省常德市工商局政务中心窗口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张家界分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郴州市广播电视台

湖南省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湖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帮助直通车》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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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广东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广东省汕头出入边境边防检查总站潮汕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南区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 (东莞站)

广东电网公司阳江供电局 95598 业务受理班

广东省云浮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南宁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市长公开电

话受理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办税服务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思阳镇广元村妇代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电视台 《广西新闻》 栏目组

海南省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江分公司新星工作站

一区一队巾帼班

海南省女法官协会

海南省三亚兰德国际玫瑰谷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市江北区猫儿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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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

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放接待中心讲解接待科

四川省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成都师范学院政教系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省财政厅国库处 (支付中心)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

贵州省

贵州省贵阳市儿童福利院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天龙村妇代会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水西中学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供电局

云南省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豆沙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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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郑保骨伤科医院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措美县措美镇妇联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林芝分公司市场部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邮政局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办税服务厅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第一小学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公司徐家沟矿嫂服务队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女子放映队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商洛市中心支行营业室

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

甘肃省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甘肃省天水公路总段徐家店收费公路管理所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广场信用社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街道西村社区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地方税务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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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交警支队玉树市直属大队女子中队

青海省海东公路总段黄南公路段同仁工区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中心支行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青海省中医院护理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银古路街道宝清社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环境监测站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级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旭东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劳务派遣

服务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师直幼儿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二四团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580 部队八处二科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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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辽宁舰女舰员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402 部队 63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471 部队 72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9296 部队 63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1391 部队 62 分队女兵排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21 部队 65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7546 部队 61 分队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一师八支队十六中队

中直机关

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工资待遇处

光明日报社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中央国家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立案监督处

外交部领事司护照处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新闻宣传处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站七队 “绮羽组”

司法部法制日报政文新闻部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卫生事业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价中心基本药物监测与评价处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郭守敬望远镜运行与发展中心数据处理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语言训练部

东风汽车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二厂质检巾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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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沈阳化工研究院化工新材料所染化研究室 01 组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

登质量部分析组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二公司经营中心

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专项扶贫处

海关总署数据中心客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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