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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2017年度劳模表彰暨文明创建工作

马兰矿 镇城底矿 屯兰矿
屯兰矿选煤厂 斜沟矿选煤厂
西山煤气化公司 多种经营分公司
晋兴能源公司
西山中煤机械制造公司
水泥厂 古交矿区总医院
西山贸易公司 金城建筑公司
吕梁德威公司亚辰煤业
临汾能源公司生辉煤业

斜沟矿 杜儿坪矿 东曲矿 东曲矿选煤厂
马兰矿选煤厂 五麟公司 公用事业分公司
临汾能源公司 园林绿化公司
矿业管理公司 职防所 中招公司
西山热电 金信建筑公司
西山建筑矿建第二分公司
吕梁德威公司德顺煤业
临汾能源公司鸿兴煤业
临汾能源公司登福康煤业

模范单位（15个） 先进单位（18个）

屯兰矿 马兰矿 镇城底矿 临汾能源公司 水泥厂
发电分公司 金城建筑公司 金信建筑公司 五麟公司

模范集体（143个）（略）

工人先锋号（80个）（略）

劳动模范（253名）（略）

先进生产（工作）者（645名）（略）

明星开拓队（3个）

明星采掘开队（9个）

明星采煤队（3个） 明星掘进队（3个）

文明单位标兵（9个）

东曲矿 杜儿坪矿 斜沟矿 兴能发电公司 吕梁德威公司
职工总医院 矿业管理公司 多种经营分公司 白家庄矿业公司

文明单位（9个）

文明集体（79个）（略） 文明窗口（30个）（略）
文明小区（10个）（略） 优秀青年文明号（17个）（略）
文明家庭（100户）（略） 文明创建工作标兵个人（100名）（略）
文明创建工作先进个人（204名）（略）

2017西山职工技能大赛
优胜组织单位 东曲矿 西曲矿 机关（直属）党委

优秀组织单位 屯兰矿 镇城底矿 杜儿坪矿 马兰矿

杨亚辉 安全仪器监测工 镇城底矿
张向军 采煤机司机 马兰矿
杨海志 锚杆支护工 镇城底矿
梁亚峰 综采维修电工 西曲矿
赵瑞锋 液压支架工 杜儿坪矿
张 锋 探放水工 西曲矿
段谈喜 井下安全检查员 屯兰矿
龚丽萍 煤质化验工 斜沟矿选煤厂
张 维 矿山救护工 矿山救护大队
王 薇 浮选工 太原选煤厂
王艳平 电焊工 东曲矿
要 哲 医院护士 职工总医院

操作岗位技术状元（12名）

王国斌 采煤技术员 屯兰矿
韩杰虎 炼焦车间技术员 五麟公司
许 婧 统计员 西曲矿
吕计英 网络管理员

机关（直属）党委
李金凤 环境监测管理员

机关（直属）党委

技术岗位第一名（5名）

祝刘兵 安全科长
王建康 会计
高雅琪 审计
张 栋 劳动工资管理员
闫琦军 新闻写作
高 洁 档案管理员
张 磊 团委书记
张红旺 机电科（队）长
彭炜斌 运输科（队）长
倪志欣 通风科（队）长
王 凯 机电班组长
司敬明 运输班组长
张喜平 通风班组长

管理岗位第一名（13名）

参加山西焦煤集团、太原市、山西省、全国煤炭
系统职工技能大赛立功人员名单一等功（13名）

张仁凤 （财务处）太原市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成本会计第一
名、山西省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成本会计第二名、

“晋煤杯”第四届山西省煤炭行业信息化会计竞赛总账会计第二名
赵先波 （西山德汇实业公司）“晋煤杯”第四届山西省煤炭行业信息化会计竞

赛出纳第一名
谷佩殷 （多种经营分公司）太原市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财

务管理第一名、山西省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财务管
理第三名

王 茜 （公用事业分公司）太原市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出
纳第一名、山西省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出纳第三名

张苏馨 （公用事业分公司）太原市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总账会计第
一名、山西省第六届会计信息化暨管理会计应用竞赛总账会计第二名

崔和平 （消防大队 ）太原市公安消防支队专职消防员比武竞赛一人两盘水袋
链接操作第一名

赵瑞锋 （杜儿坪矿）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液压支架工第一名
龚丽萍 （斜沟矿选煤厂）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煤质化验工第一名
申 恒 （五麟公司）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炼焦车间技术员第一名
霍逸昊 （公用事业分公司）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统计员第一名
吕计英 （信息服务中心）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网络管理员第一名
王 涛 （杜儿坪矿）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安全科长第一名
高雅琪 （马兰矿）山西焦煤第九届职工技能运动会审计第一名

操作岗位技术标兵（12名）(略）

劳
模
标
兵
（17

名
）

技术岗位第二名（5名）(略）
管理岗位第二名（13名）(略）
操作岗位技术能手（12名）(略）
技术岗位第三名（5名）(略）
管理岗位第三名（13名）(略）
操作岗位优秀选手（36名）(略）

管理岗位优秀选手（39名）(略）

二等功（28名）（略）

2017年西山“五小”竞赛活动

东曲矿 屯兰矿 西曲矿 西铭矿 机关（直属）党委
镇城底矿 马兰矿 官地矿 斜沟矿 杜儿坪矿
机电厂 太原选煤厂 西山煤气化公司

优秀组织单位（13个）

二等奖（30项）三等奖（60项）（略）

董林创新工作室
李茂林创新工作室
柴卫国创新工作室
张姬创新工作室
高彩峰创新工作室
贾伟创新工作室
王嘉乐创新工作室
赵若鹏创新工作室
白洁创新工作室
王旭东创新工作室

东曲矿 屯兰矿 白家庄矿业公司
马兰矿 镇城底矿 西铭矿

白 洁 东曲矿副总工程师兼众创办公室主任

刘亚军 屯兰矿技术创新办公室主任

杨晓玲 白家庄矿业公司企管科副科长兼

双创办副主任

吕小钢 马兰矿工会主席、双创负责人

刘月萍 多种经营分公司计划发展部部长兼

双创办主任

2017年“五小”竞赛创新成果一等奖（10项）

十佳示范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7年双创工作先进个人（5名）

2017年双创工作先进单位（6个）

支架液压缸环缝自动焊接的升级与改造 何忠平 (机电厂)
综采工作面乳化液用水处理装置 王嘉乐 (西铭矿)
压滤机滤液清水的循环再利用 陈卫峰 (镇城底矿)
自动伸缩瓦斯抽采管 田晓健 (马兰矿）
东曲煤矿“一通三防”信息平台 孙翔宇 (东曲矿）
煤矿螺旋湿式搅拌机的研制与应用 米晓伟 (西曲矿）
测量悬挂式棱镜法在矿山测量中的应用 景瑞波 (杜儿坪矿）
矿井 VR 实操培训系统 刘 超 (机关（直属）党委）
1021 皮带软启动开关电流越线报警装置的研制与使用

张德明 (官地矿）
KL5LM（A）本安型矿灯的研究与开发 白秋霜 (屯兰矿）

曹勇鹏 杜 儿 坪 矿
掘进二队队长

李跃斌 西铭矿调度
一室综采准备队队长

晁春文 官 地 矿 武 装
保卫科副科长

宋 涛 西 曲 矿 综 采
一队输送机司机

孙永茂 镇城底矿抽
采区抽采一队队长

梁吉智 马 兰 矿 调 度
室采煤组组长

王海银 东 曲 矿 掘 进
二队掘进二组组长

李小平 屯 兰 矿 抽 采
区区长

靳造造 斜 沟 矿 综 采
一队队长

赵志明 马兰矿选煤
厂主洗车间主任

李卫东 五 麟 公 司 购
销部部长

刘利银 公用事业分公
司后勤维修中心组长

訾 军 西山古交多经
分公司煤炭贸易部部长

王尊状 古交矿区总
医院屯兰分院院长

左治华 兴 能 公 司 发
电部单元长

杨兴伟 金 城 建 筑 公
司第十工程公司经理

周俊亮 总调度室矿
井通信科科长

斜沟矿综采一队
斜沟矿综采二队
马兰矿综采二队

官地矿掘进一队
西曲矿掘进二队
斜沟矿掘进六队

东曲矿开拓一队
屯兰矿开拓一队
西曲矿开拓二队

杜儿坪矿
杜儿坪矿
西曲矿
西曲矿
屯兰矿
屯兰矿
西铭矿
镇城底矿
东曲矿
斜沟矿

西曲矿
机关（直属）党委
马兰矿
机关（直属）党委
官地矿
机关（直属）党委
西铭矿
西曲矿
西曲矿
东曲矿
东曲矿
屯兰矿
镇城底矿

技术岗位优秀选手（15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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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在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干部职工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集
团公司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积极践行“双为”理念，全面落实“七大任务”，全力推动

“六大进步”，面对挑战砥砺奋进，抢抓机遇阔步前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企业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矿区风清气正、人心思进。

一年来，在企业安全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创业创新、转岗分流、文
明创建、技能大赛、“五小”竞赛、双创工作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
工作扎实、成绩优异，具有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的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为表彰他
们的突出贡献，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和必
胜信念，继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展示新作
为，创造新业绩，经集团公司劳动竞赛委员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严格评
审，集团公司党政研究决定：

授予马兰矿、屯兰矿选煤厂等 15 个单位为模范单位；授予斜沟矿、五麟公司等
18 个单位为先进单位；授予官地矿综采三队、水泥厂安全生产部等 143 个集体为模
范集体；授予镇城底矿综采二队吴献龙班、西山热电发电部运行三值等 80 个班组为

“工人先锋号”；授予杜儿坪矿掘进二队队长曹勇鹏、金城建筑公司第十工程公司经
理杨兴伟等 17 名同志为劳模标兵；授予西铭矿田卫东、公用事业分公司魏富强等
253 名同志为劳动模范；授予东曲矿王利飞、职工总医院陆丽萍等 645 名同志为先进
生产（工作）者。授予屯兰矿、发电分公司等 9 个单位为文明单位标兵；授予杜儿坪
矿、多种经营分公司等 9 个单位为文明单位；授予白家庄矿业公司驻斜沟项目部、吕
梁德威公司亚辰综采队等 79 个集体为文明集体；授予镇城底矿生活公司班中餐食
堂、太原选煤厂会议中心等 30 个服务窗口为文明窗口；授予西曲矿 401 小区、公用事
业分公司玉门花园 A 区等 10 个小区为文明小区；授予马兰矿抽采区瓦斯管道队、铁
路公司古交机务车间等 17 个集体为优秀青年文明号；授予西铭矿李福成/郝林平家
庭、西山建筑冯杰/王小梅家庭等 100 户家庭为文明家庭；授予西曲矿刘国忠、古交
矿区总医院张景峰等 100 名同志为文明创建工作标兵个人；授予太原选煤厂高建
宇、金信建筑公司孙辉等 204 名同志为文明创建工作先进个人。授予东曲矿、机关

（直属）党委等 3 个单位为“2017 西山职工技能大赛优胜组织单位”称号；授予镇城底
矿、杜儿坪矿等 4 个单位为“2017 西山职工技能大赛优秀组织单位”称号；授予屯兰
矿王国斌、斜沟矿选煤厂龚丽萍等 30 名同志“技术状元”称号；授予马兰矿谢培、西
山煤气化公司侯瑞芳等 30 名同志“技术标兵”称号；授予官地矿董少华、临汾能源公
司郑世敏等 30 名同志“技术能手”称号；授予西铭矿雷振玉、五麟公司张志强等 90 名
同志“优秀选手”称号；为在参加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太原市、山西省煤炭系统、全国
煤炭系统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表现优异的机关财务处张仁凤等 13 名同志荣记一等
功一次；为西曲矿梁亚峰等 28 名同志荣记二等功一次。授予斜沟矿、机电厂等 13 个
单位为 2017 年西山“五小”竞赛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称号；授予西曲矿米晓伟“煤矿
螺旋湿式搅拌机的研制与应用”等 10 个项目“五小”竞赛创新成果一等奖；授予屯兰
矿贾伟“矿井数据共享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等 30 个项目“五小”竞赛创新成果二等
奖；授予矿业公司樊鹏飞“钻机一体化移动系统”等 60 个项目“五小”竞赛创新成果
三等奖。授予西铭矿王嘉乐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10 个工作室为“西山十佳示
范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授予白家庄矿业公司、镇城底矿等 6 个单位为西
山双创工作先进单位；授予东曲矿白洁、多种经营分公司刘月萍等 5 名同志为西山
双创工作先进个人。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山西焦煤集团
公司“一个战略、三大目标”重大部署，全面实现集团公司第九次党代会确立的任务
目标的开局之年。困难与压力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改革、发展、稳定等工作任务
繁重而艰巨。集团公司党政殷切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
戒躁，发扬成绩、再接再厉，立足新起点，阔步新征程，展示新作为，再创新佳绩。集团
公司党政号召，广大干部职工要秉持“双为”理念，传承劳模精神，弘扬文明新风，激发
内在活力，着力改革创新，落实契约化管理，以受到表彰的单位、集体和个人为榜样，不
忘初心、继续前行，立足岗位、勇攀高峰，坚决夺取 2018年新胜利，为集团公司高效率
运行高质量发展、建设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开创幸福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中共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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