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市（11 个）
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五公共汽车公司 K4 路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八一中队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互联网信息监控中心
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测班组
呼和浩特市蒙族幼儿园体育组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蒙草草原生态大数据团队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运行二值
内蒙古薯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创新工作室
内蒙古德昇绒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整理车间
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研发部
内蒙古漠上行皮雕艺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皮雕班组

包头市（13 个）
包头云龙骨科医院关节科
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营业部
包头汇泽铝业有限公司铸造车间一班
内蒙古华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府东路天然气加气站
包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
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利来男装柜组
内蒙古包钢稀土钢炼铁厂烧结作业部
包头铝业电解二厂电解北区三工区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技术分公司塔筒制造车间赵斌铆焊班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桥箱公司壳体车间钟形毂班组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供电车间中央变电所
包头市排水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河西水质净化厂
内蒙古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

呼伦贝尔市（10 个）
满洲里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5 路车组
牙克石市兴安运达物流有限公司粮食化验室
呼伦贝尔甘珠尔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热运行车间
满洲里元力活性炭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甲班
呼伦贝尔市山水酒店有限公司客房部
内蒙古大兴安岭浆纸有限责任公司制浆车间筛选工段
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选矿车间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舞美队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电仪运行维护班
新巴尔虎右旗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矿厂磨浮车间

兴安盟（8 个）
乌兰浩特市兴房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科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山分公司雪狼班组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科右中旗供电分公司花灯供电所
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公主陵牧场第五生产连队
兴安盟人民医院乳甲外科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哈拉黑小学六年组
兴安盟永财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行政部
突泉县瑞尔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维修组

通辽市（9 个）
通辽市华邦药业有限公司机电部
内蒙古库伦蒙药有限公司“安友”蒙药职工创新工作室
内蒙古锦溪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军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内蒙古玉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邱立忠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
内蒙古霍煤通顺碳素有限责任公司焙烧车间
燕京啤酒（通辽）有限责任公司包装车间
通辽市幼儿园食堂
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保康信用社

赤峰市（11 个）
阿鲁科尔沁旗山水水泥有限公司中控班组
赤峰京都商贸有限公司京都酒店餐饮部
巴林右旗康平医院护理组
翁牛特旗同路单采血浆有限公司血浆采集部
内蒙古佟明阡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第二十五项目部
林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官地信用社
克什克腾旗医院急诊科
赤峰平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维修队
内蒙古广播电视微波线路 C123 微波站技术维护班组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林西县供电分公司官地镇供电所

锡林郭勒盟（8 个）
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收费大厅
锡林郭勒盟巴拉嘎尔高勒养路工区浩勒图道班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盟乌拉盖经营部第一班组
多伦县给排水公司施工安装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
锡林浩特市蒙联肠衣有限公司肠粘膜处理车间
正镶白旗利泽农牧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车间
锡林郭勒安顺运输宝昌客运有限公司客车二队

乌兰察布市（8 个）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余热发电车间
察右中旗世纪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机修车间
化德县中泰镍铁有限公司矿热炉车间
国家税务总局商都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内蒙古三爱富万豪氟化工有限公司 PVDF1 车间甲班
乌兰察布市热力公司热源厂主控车间
四子王旗第一中学教务处
凉城县医院医务科

鄂尔多斯市（9 个）
鄂尔多斯市正道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东胜客运中心站
内蒙古真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生物工程技术育种研发中心
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气化车间运行二班
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运行四班
内蒙古德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钳焊维修班组
准格尔旗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山东能源内蒙古盛鲁电力有限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
内蒙古京能康巴什热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热控室
内蒙古东乌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机务检修工队

巴彦淖尔市（8 个）
巴彦淖尔市市政环境发展有限公司环卫部机动队
五原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清扫队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烟草专卖局卷烟营销部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中学特长教学组
内蒙古屯河河套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01 班
巴彦淖尔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烧成车间
内蒙古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纯水车间
内蒙古隆鑫科技包装有限公司注塑车间

乌海市（7 个）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乌海销售分公司西湖加油站
乌海市海勃湾城市供水有限公司营业厅
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安装部
乌海市热力公司抢修队
乌海市污水处理厂机修段
乌海德晟晟越洗煤有限公司质计部

乌海市杰信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车队

阿拉善盟（6 个）
阿拉善电业局额济纳供电分局黑鹰山供电所
阿拉善左旗城市公用设施维护局路灯维修所
阿拉善左旗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善左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内蒙古庆华集团腾格里煤化有限公司电仪车间电工班
内蒙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阿拉善分公司运营部

教科文卫体（5 个）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古迹遗址保护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
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建设团队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敕勒鸿声”教职工合唱团

财贸轻纺农牧林水（6 个）
内蒙古阿龙山林业局天然林资源管护林场
内蒙古图里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酿造车间
内蒙古新城宾馆旅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房部会议室班组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东街证券营业部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兴安盟乌兰浩特支公司
黄河水利委员会宁蒙水文水资源局三湖河口水文站

建筑建材交通机冶（3 个）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航机部
内蒙古畅捷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通信客服部
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

国防邮电（4 个）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四十六所 606 室浇注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公司网络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如意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乌兰察布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网路运营中心转分班

能源化学地质（5 个）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土默特发电分公司电气二次班组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广恒塔日更光伏电站
内蒙古第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电力科学研究院 RTDS 创新工作室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胜利能源分公司生产技术部

铁 路（2 个）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电务段卓资山东高铁工区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西车站调度车间丙班

金 融（3 个）
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煤路支行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营业厅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中心支公司铜川镇营销服务部

民 航（1 个）
内蒙古阿拉善民航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鲲鹏创新工作室

直属机关（2 个）
内蒙古自治区信访局法规处（复查复核处）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地震监测中心

“2·23”医务工作（1 个）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中心危机干预科

(上接第 5 版)

乌云其其格（女，蒙古族） 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组宣部部长
蔡桂林 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副镇长
邓占宇 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贾满厚 乌兰察布市总工会经审办公室主任科员
杨孝堂 丰镇市元山子乡人民政府农技员
刘晓庆（女，蒙古族）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扶贫干事
苏俊杰 鄂尔多斯市贸促会副会长

包长江（蒙古族） 乌拉特后旗总工会活动中心主任
刘纪芳 磴口县渡口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杨明轩 乌海市海勃湾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科员
刘 东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人民政府农牧办主任、扶贫专干
李晓东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副调研员
焦秉智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处处长
贺 彪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2·23”医务工作（5 名）

赵文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胸外科医生
鲁 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
孙志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郑俊全（蒙古族）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赵建民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名单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名单（（共共 140140 个个））

全区各族劳动者朋友们：
自治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纪念自治区总

工会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党委和政
府对全区各族劳动者的亲切关怀，我们深受鼓舞、倍
感振奋。当前，我区正处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亮丽内蒙古的关键时期。全区各
族劳动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庆祝全世界工
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光辉节日——“五一”国际劳动
节之际，我们提出如下倡议：

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 想 和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进 一 步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

移地听党话、跟党走，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
针政策，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把实现个人价值融入到自治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伟大事业中来。

二、争当建设北疆亮丽风景线的合格主力军
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主动适应新常态、展现新作为，践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助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积极参与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主动投身“当好主人翁、建
功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踊跃参加技术革新、
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等活动，争做有理想
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代劳动
者，用奋斗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

三、争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强柱石
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的优良传统，正确

对待利益关系调整，积极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
革、推动改革，努力完成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等各项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同步小康的
实践中奋力争先。要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自觉维护社会稳定。高举各民族大
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这一理论根源越扎越深、实践根基越打越牢。深
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把祖国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建设得更加牢固。

四、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劳动者
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立足工作岗位，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
长新本领，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学习能
力、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争做高素质、高水平的新时

代工人。培养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的职业素养，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争
做各行各业拔尖人才，在创业创新的时代洪流中发挥
领军作用，用工人阶级先进思想、模范行为唱响“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
代强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篇章要靠我们去
书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要靠我们去描
绘，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雄伟乐章要靠我们
去奏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助、
团结奋斗，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亮丽内蒙古的
生 动 实 践,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全区各级劳动模范代表
2019 年 4 月 26 日

不懈奋斗 建功立业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致全区各族劳动者的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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