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文件

妇字 〔2016〕 14 号

关于授予段爱平等 1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夏吟兰等 30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 北京市

密云区水库环境保护宣教中心等 200 个单位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的决定

　 　 2015 年以来, 我国各族各界妇女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 热情响应 “巾帼建新功、 共筑中国梦”
号召, 立足本职岗位, 积极拼搏进取, 甘于无私奉献, 在改

革发展稳定一线创造不凡业绩,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潮流

中贡献巾帼力量, 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她们充分展示了当

代女性爱党爱国的崇高信念, 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和创造美

好的价值追求, 是时代的楷模和全国亿万妇女学习的榜样。
为表彰先进、 树立榜样, 广泛宣传这些先进个人和先进

集体的事迹, 引导和激励广大妇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

昂扬的状态为实现 “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主动作为、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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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立业, 全国妇联决定, 授予段爱平等 10 人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荣誉称号, 授予夏吟兰等 300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

称号, 授予北京市密云区水库环境保护宣教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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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进取, 再接再厉, 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无愧于时代的

崭新业绩, 谱写更加绚烂的人生篇章。
全国妇联号召全国广大妇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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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人民的崇高境界, 学习她们大胆探索、 勇攀高峰的

无畏精神, 学习她们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学习

她们自强不息、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学习她们传承文明、
践行美德的高尚情操,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大力弘扬当代女性自尊、 自信、 自立、 自

强的时代精神, 胸怀大志, 增强本领, 坚韧不拔, 努力奋

进,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好局, 为协调推进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发挥 “半边天” 作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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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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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名单

段爱平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王桥镇返底村党支部书记

李凌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377 部队副部队长

余金红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建社区党支部

书记

詹红荔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冷金花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

何　 鄂　 甘肃何鄂雕塑院院长、 著名雕塑家

才层玛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牧人福利有限公司董

事长

周　 巍　 中船重工第七〇一研究所研究员

尤良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13 团 11 连

职工

秦　 君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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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北京市

夏吟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鲍晓芹　 北京市顺义区妇联主席

贺玉玲　 北京市延庆区妫水人家 “妇” 字号基地负责人

高　 媛 　 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六大队副大

队长

郗淑艳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老年与妇幼保健服务处处长

程　 静　 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场工程师

付丽萍　 北京富润福德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宝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综合科主任

郭　 培　 北京玫瑰坊时装定制有限责任公司首席设计师

马　 兰　 北京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

赵红艳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消化一科主治医师

杨宝玲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

赵　 岩　 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校长

孙红文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窦俊秋　 天津滨海航母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检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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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崑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

高红梅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兰成静　 天津市港建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河北省

高素娥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镇杜村党支部书

记、 村委会主任、 妇代会主任

李北燕　 河北省张家口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

张玉娟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张椿林　 河北省秦皇岛市妇联主席

郑百芹　 河北省唐山市畜牧水产品质量监测中心主任

张钰旋　 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案大队副科级

侦查员

张淑芬　 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级工艺美术师

崔海霞　 河北省衡水市科协主席

李胜敏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委副书记、 县长

张立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护理系基

础护理学教研室副主任

山西省

关改玉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铺架分公司张唐项目

探伤工

王彩虹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弓姗姗　 山西省朔州市佳丽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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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耀琴　 山西潞安集团常村煤矿煤质化验室主任

刘平贵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南石店村农民

张瑞萍　 山西省临汾市妇联主席

杨春霞　 山西省运城市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迎宾餐馆

总经理

胡素锋　 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青妇处处长

内蒙古自治区

冯艳丽　 内蒙古航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崔　 强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回民街道办事处三

官庙社区党委书记、 主任

王　 艳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卫生局卫生监督

所所长

黄凤兰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

鲁雅君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文联职工

袁文英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妇联主席

师义霞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同发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理事

辽宁省

陈　 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洁净能源国家

实验室氢能研究部部长

孙晓翠　 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望花分局建设派出所警长

徐民慧　 辽宁省本溪市实验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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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清　 辽宁省丹东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压缩收集楼

保洁员

闵晓庆　 辽宁省营口市柳树镇政府副镇长、 东岗子村党

支部书记

张丽霞　 辽宁省阜新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主任

章艳艳　 辽宁省辽阳新特现代农业园区总经理

贾洪琳　 辽宁省盘锦市妇联主席

吉林省

杨　 岚 　 吉林省榆树市腾龙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付秀倩 　 吉林省双辽市红旗街中心小学校长兼党支部

书记

牛玉兰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平岗镇共安村党支部书

记、 村委会主任

王喜艳　 吉林省通化市妇联主席

石玉梅　 吉林银行白山分行行长

吕爱辉　 吉林省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　 伟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空

间一部研究员

张云波　 吉林省田丰机械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经理

黑龙江省

仲兆敏　 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7—



付永华　 黑龙江省五常市巾帼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宋　 锦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

由艳丽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先锋医院护士

李晓玉　 黑龙江省鸡西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导主任

蓝晓娜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法院民二庭庭长

张连芳　 黑龙江省大庆油建公司离退休职工管理中心退

休职工

刘含花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星光蔬菜加工有限责任公

司业务经理

赵　 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荣市街派出

所民警

上海市

王黎娜 　 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

华　 雯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主任

刘　 霞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技术

发展处副处长

许丽萍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张　 黎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七支队支队长

陆兰婷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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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芳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实验诊断科

主任

梁慧丽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 居委会主任

杨　 晖　 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江苏省

余　 红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兼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办公室主任

张娅姝　 江苏省无锡市演艺集团歌舞剧院首席演员、 国

家二级演员

余美芳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刘嫣静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培智学校校长

钱锁梅　 江苏省南通市妇联主席

朱华林　 淮安广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光蔚　 江苏省盐城市耕地质量保护站站长

周　 琴　 江苏省扬州市周琴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　 怡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

主任

马　 晶　 上海铁路局南京站 158 雷锋服务站客运员

浙江省

赵万里　 浙江省杭州瑞丰汉艺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复玲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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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妇联主席

王莲月　 浙江省温州康宁医院执行董事、 院长

周桂珠　 浙江万新律师事务所主任

陈招领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景元社区党支部

书记、 居委会主任

沈香女当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来料加工经纪人

周　 媛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处主任科员

吴海燕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安徽省

王怀芬　 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城南派出所民警

张伟丽　 安徽省毫州市涡阳县爱民医院董事长

邹　 侠　 安徽省阜阳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途汽车

中心站邹侠服务班班长

孙多梅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咏梅农牧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

王　 萍　 安徽省滁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

邰迎春　 安徽省皖南烟叶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康喜梅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安庆矿区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兼党政办主任、 工会主席

赵辉玲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草食动物研

究室主任

周　 静　 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集控运行单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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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施飞宁　 海峡 (福州) 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饲养员

吴丽敏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党总支

书记、 妇联主席

黄志丽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副庭长

兰爱珍　 福建省清流县嵩溪爱珍豆腐皮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邱玉燕　 福建省龙岩市妇联主席

林爱钦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林　 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新罗支行

理财经理

张冬梅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干部病房二科主任

陈鸣宇　 厦门市挂居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西省

钱　 敏　 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

队直属六支队支队长

桑红霞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湓浦市容所环卫工

宋　 燕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

甘公荣　 江西省萍乡市龚全珍志愿服务队队长

祝卫琴　 江西省上饶市祝卫琴针灸推拿诊所医师

黄宝凤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东湖街道三角线社区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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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万春花　 江西万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　 安　 江西省抚州市妇联主席

山东省

李文秀　 山东省章丘市市委副书记、 市委统战部部长、

章丘市第四中学党总支书记

周　 红 　 山东省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秋萍　 山东盛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文莉　 兖州煤矿安全技能培训中心教师

潘林香　 山东省莱芜市赢泰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立芝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农业局副局长

牟玉霞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护士长

马春红　 山东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张承娟　 齐鲁石化炼油厂派驻石炼化渣油加氢车间班长

韩莉莉　 山东省妇联儿童部部长

冯晓丛　 青岛源海底海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省

曹瑞娟　 河南省郑州公交一公司 60 路车长

纪丽娟　 河南省开封市新区城管局环卫处工人

买世蕊 　 河南省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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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员

宋　 静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朱赵霞　 河南省管理会计协会常务理事

张　 慧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社区警务大队

中队长

高坤黎　 河南省许昌市快乐妈妈读书会副会长

徐运芝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党支部书记

张宇辉　 河南省妇联宣传部部长

任若菲　 河南省常香玉基金会理事

湖北省

陈　 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殡仪馆遗体整容师

段军霞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联络处处长、 机关妇工委

主任

孙艳华　 湖北省孝感市车站环境卫生管理站清扫组长

王　 俊　 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胡贤利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新三汇养殖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 妇代会主任

袁秋红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主任

王春红　 湖北省黄石市福利院副院长

彭学燕　 湖北省潜江市园林办事处妇联主席

杨晓红　 湖北省武汉市农业委员会科技教育处处长、 妇

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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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徐　 涛 　 中国五矿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

部长

贺雪英　 湖南省常宁市松柏镇燕形村村委会主任

刘乐容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下花桥镇田中村党支部

书记

黄素萍　 湖南省竹林矿泉水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佑琼　 湖南锦绣千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文彩纯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

理、 副董事长

谭兰霞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

李祝华　 湖南省涟源市国家税务局局长

徐　 辉　 湖南省委办公厅行政事务管理办公室调研员

广东省

梁妙玲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国家税务局局长

汪　 洪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

陈　 勇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　 梅　 广东省河源市城管局公厕队保洁员

徐　 娜　 广东省开平市玲珑医院医师

叶　 丽　 广东省信宜市环卫园林绿化局老城区一组组长

陆文红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文化馆馆长

张正芬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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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琳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主任

贺惠芬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总裁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燕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清扫保

洁管理科向阳路组班组长

莫红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灵田福喜提子协

会会长

陈　 琨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

教导员

邹　 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果香园果汁有限公司果

场班副主任、 工会主席

黄丽萍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地方税务局征收

服务股股长

潘映雪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实验小学校长

姚　 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

总监

陈　 尧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妇联主席

海南省

郑秋英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委统战部部长

陈少峰　 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训练基地政治处主任

(副团职)

蔡少叶　 海南省三沙市永兴社区居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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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秀娟　 海南省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王丽芳　 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

重庆市

严克美　 重庆市巫山县当阳乡政府党政办主任

宋彩萍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

刘　 琳　 重庆市潼南区卧佛镇初级中学教师

梁远平　 重庆市荣昌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段秀莉　 重庆道尔敦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霜丽　 重庆市南川区继兴畜禽养殖家庭农场场主

郑泉妹　 重庆女子创业促进会会长

杨廷会　 重庆市渝北区妇联主席

四川省

王　 莉　 四川大学国家成都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主任

林　 媛　 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微电子系

主任

孟黎清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飞机结构工程师

李慧霞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代云花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赤溪乡四营村妇联主席

刘春香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留守儿童艺术团团长

赵海伶　 四川省青川海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爽乐　 四川省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陈　 芬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跳蹬河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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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锦绣社区党委书记

陈文涛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处

处长

谭晓琴　 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斯木乡中心卫生院医生

贵州省

吕日红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一级技术专家

黄永绂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阳光妈妈志愿者协会会长

杨　 实　 贵州省遵义市总工会副主席

赵启菊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高寨村巾帼金刺梨

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王印春　 贵州省六盘水市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吴仲珍　 贵州省铜仁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

戴泽碧　 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新州镇文星社区党支部

书记

姚　 慧　 贵州省册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云南省

于　 黎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研究员

陆永萍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

张丽琼　 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宁州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张云怡　 云南省保山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代红辉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非公经济组织联合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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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罕　 专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景吭村妇代会副主任

杨益琨　 云南省大理州文化体育局副局长

杨志萍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洛党镇洛党村村委会主任

西藏自治区

　 　 德吉普尺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国家税务局财务管理科副

科长

　 　 次旦卓玛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多吉乡卫生院院长

　 　 次仁德吉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双湖县幼儿园园长

　 　 扎西次措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桑多镇冬孜巷居民

　 　 次仁拉姆 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里分院检委会专职

委员

陕西省

丁　 晶　 西安翻译学院讲师

计　 清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馨绣民间手工布艺专业合

作社工艺美术师

魏晓芳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大槐树养老中心主任

杨超群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红卉绣庄专业合作社带

头人

武翠玲　 陕西恒生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维维　 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

何桂秀　 陕西省安康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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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莉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瓦房口镇街垣社区党支部

书记

甘肃省

李慧玲 　 中共甘肃省委 《党的建设》 杂志社采编部主

任、 编审

王阳春　 兰州交通大学工会主席、 纪委副书记

孙　 筠　 甘肃省定西市妇联主席

蔡继花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武胜驿镇兑角村党支部

书记

陈　 英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腾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丹珍吉 　 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妇幼保健站党支部书记、

站长、 藏医主治医师

要慧萍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书记、 主任

医师

青海省

郭　 莲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联胜养猪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李月美　 青海省人民医院主任护理师

杨毛吉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教师

申梅兰　 青海省大柴旦公路段副段长

　 　 桑吉卓玛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供电营业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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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赵庆丰　 宁夏金沙林场场长

马　 英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王彦翠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梁军华　 宁夏银川世纪星文化培训中心校长

陈晓燕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杞红枸杞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米克热依·阿不都卡地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妇

联副主席

周丽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要

维力克双语幼儿园园长

库丽仙·热夏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

解特阿热勒镇寄宿制中心小学校长

图妮萨古丽·达吾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

县妇幼保健站站长

赵　 萌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新闻、 综合广播主持

人、 记者

玛依努尔·尼牙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妇科研

究所所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　 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22 团 15 连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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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军户农场二连指导员

中直机关

高玉洁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审理一处处长

李艳杰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地方工作处处长

徐庆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办公

室副主任、 团委书记

鞠　 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节

目部主持人组组长、 《大手牵小手》 栏目制

片人

董　 琳　 新华社音视频部部务会成员、 党委副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

周　 宇　 外交部翻译司英文处处长

李　 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信用处处长

赵筱媛　 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学计量

与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

徐小琳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

协调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　 维　 国家安全部副处长

李　 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企业工资处

处长

郭　 阳　 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

印　 洁　 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测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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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研究员

唐琤琤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安全研究中心副

主任

陶　 虹　 文化部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唐欣语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货币合作处处长

霍　 旋　 审计署驻长春特派员办事处金融审计处处长

王蓓菁　 海关总署缉私局国际执法合作处主任科员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蛋白质与

多肽药物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　 炼　 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专项处处长

赵红卫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

研究所研究员

谢雁鸣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

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

苏智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代华琼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大渡河公司龚嘴水力发电总

厂龚站运维处一值副值长

李　 静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十局济铁公司副总经理

杨艳丽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线站处轨道所副所长

陈乃娟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上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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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媚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研究员

李玉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气候变化研究室主任

朱　 兰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　 丹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第二十三研究所

研究员

解放军

杨旭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71 部队 48 分队中士

战　 镝　 中国人民解放军 78006 部队司令部科长

卓玉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医院三十里营房医疗站

护师

王海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三医院和平方舟号船医

疗中心一室副主任护师

吴冬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女士官长兼通信部

门信号班班长

刘艳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764 部队 58 分队高级工程师

梁剑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617 部队副总工程师兼高级

工程师

黄连珍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398 部队八处研究员

陈香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科主任医师

王淑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

科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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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秋禾　 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航空航天摄影

测量教研室教授

吴秀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

马　 月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

第二支队女子特警队一分队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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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北京市

北京市密云区水库环境保护宣教中心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宋家庄站区

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要闻采访部

北京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

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办事处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今日头条) 政府事务部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速裁庭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护理部

天津市河西区市容和园林委环境卫生机扫队友谊南路

分队

天津师范大学女子田径队

天津市河东区第一幼儿园

河北省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铸造分厂天车组

承德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票款收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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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女企业家协会丰润分会

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中心敬老园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茄子瓜类室

山西省

山西省太原汽车站蒲公英服务组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秀容街道东大街社区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城镇中学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王家大院民居艺术馆

山西省阳泉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山西省长治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女子拳击队

内蒙古日报社政文新闻部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医院护理部

辽宁省

沈阳海关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检验中心

辽宁省铁岭市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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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朝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辽宁财贸学院女工委员会

吉林省

长春朝鲜族妇女协会

吉林省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 指挥中心

吉林省松原市第二高级中学

吉林省烟草公司白城市公司客户服务部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黑龙江省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频道

佳木斯广汇同源家居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社会福利院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

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力资源大市场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公安分局户政管理大队

上海市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纳米功能材料与光电器件

课题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安亭社会福利院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C919 项目构型管理核心

—72—



团队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运营中心呼叫中心

分众传媒集团战略部

江苏省

江苏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苏州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地方税务局规划财务科

江苏省宿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宿城分局女子大队

浙江省

浙江省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游客服务中心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街道城隍坊社区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河盘桥社区

浙江省衢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浙江省舟山市市级会计核算中心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安徽省

安徽省合肥热电集团 “小鲍流动营业厅”

安徽省宿州市意利达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淮南市国家税务局朝阳路办税服务厅

安徽省马鞍山市妇联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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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安徽省铜陵有色集团冬瓜山铜矿生活服务中心采矿楼服

务班组

福建省

泉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务处

莆田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法律援助中心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女子护学岗中队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福建分中心

福建建筑人才服务中心就业代理部

江西省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江西省景德镇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局

江西省新余市女企业家协会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井冈山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江西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山东省

青岛交运集团公司青岛汽车总站

山东省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药预防保健中心

德州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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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果菜研究室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 《小溪办事》 栏目组

河南省

郑州铁路局郑州东车站

河南省康复教育研究中心聋儿语言康复科

河南省商丘市关爱农村 “三留守”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河南省信访局网络信访处

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湖北省恩施州农业科学院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九仙观村妇代会

湖北省十堰市路纬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工可室

湖北省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作战指挥中心

湖南省湘潭市女企业家协会

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永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移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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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吉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证大厅

广东省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农业技术服务推广中心

广东省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东莞市社会保障局

广东省湛江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师范附属小学

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女子中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国家税务局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女工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边防总队南宁边防检查站 “朱槿

花” 服务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爱店镇爱店社区妇代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海南省

中国银行海口海甸支行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办证中心

海南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

重庆市

重庆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内客服部特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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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都市广播节目部

重庆市肿瘤医院乳腺疾病治疗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新立社区居委会

重庆市审计局市政建设审计处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国家税务局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

四川省峨眉山市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四川省南充市农牧业局

四川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四川省女子监狱

贵州省

贵州空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运行服务一部翼声行班组

贵州省肿瘤医院头颈肿瘤科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第三中学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公司本部炼铁厂喷

吹组

马龙龙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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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姚锦亿土特产有限公司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妇幼保健院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丙午社区居委会

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幼儿园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妇委会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洛扎县色乡曲吉麦村女子联防队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陕西省

陕西路安特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财政局机关妇委会

陕西乾陵管理处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陕西省榆林市星元小学

陕西省汉中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所

甘肃省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甘肃交通广播节目中心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女子民兵连

西和县乞巧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兰州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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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

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银中心点钞部

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培智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办事处东街

社区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管理部

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

喀什日报社汉文编辑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绿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制糖车间结晶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金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川煤

矿机运区副井绞车班

中直机关

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实验幼儿园

人民日报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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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

中央国家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第八合议庭

公安部禁毒局国际合作处

司法部法制日报网络信息中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环境政策研

究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煤炭总医院手术室麻醉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

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公室

国家林业局幼儿园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外观设计审查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聋人舞蹈队

神华国华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部计量中心采制

化班

中国一汽集团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焊装事业部焊接车

间焊接合件零件库班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客舱服务部张晓忻示范组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畜肉部生产

部小分割班组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工业设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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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75260 部队 91 分队声测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510 部队 61 分队话务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一三医院妇产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917 部队 20 分队 5 中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880 部队 113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303 部队 75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6167 部队 88 分队

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血透中心护理组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西藏自治区总队司令部通信站有

线中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灾害救援医学研究所女子

救援队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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