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推荐评选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

的通知》要求，在各盟市工会、各自治区产业工会逐级推荐的基础上，经自治区总工会报中华

全国总工会审核，为广泛征求职工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我区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及简要事迹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1年3月22日—26日。公示期间，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名单如有异议，可通

过来访、来函、来电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自治区总工会反映情况和问题。为便于对反映的问

题进行调查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有关线索，以及本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等

信息，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及时反馈核实情况。

受理电话：0471-5109220（传真） 5109221

电子邮箱：nmglaomo@163.com

受理时间：9:00—17:00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18号内蒙古职工之家11楼1127房间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
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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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区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
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公示的公告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推荐名单（13个）

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突出重点，狠抓落
实，动员职工立足岗位扎实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不断
创新竞赛奖励方式，在评先评优、增资晋级等方面优先
考虑竞赛中涌现出的技术能手，努力提高职工群众参与
竞赛的积极性。注重实效，持续开展职工技术创新、节
能减排竞赛和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先后取

得专利成果 6 项，每年职工提合理化建议上百条；持续
开展技术比武、技能培训等活动，着力打造高素质职工
队伍；对竞赛活动及相关知识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
竞赛影响力。公司先后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
奖状、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第二届中国畜牧行业百强
优秀企业等荣誉。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精密设备维修安装公司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精密设备维修安装公
司面对异常严峻的军品生产设备运行保障形势，率先使用
工业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打造兵器集团内部唯一
的设备信息化智能管控平台，实现设备状态在线诊断和网
络协同维修。特别是在阅兵和国际坦克大赛中开展设备
保障劳动竞赛，保障关重设备24小时不停机，为各项政治
任务和生产经营的顺利完成打下坚实基础。充分发挥“智

能检测”技术、柔性智能制造技术、“机、电、液、气”一体化
控制技术方面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无人化、智能化”装
备研发制造以及“数字化生产”和“云上一机”建设中发挥
主力军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发挥技术特长自
主研制口罩机和压条机，有效缓解了地区抗疫物资严重短
缺的局面，较好履行了社会责任。2017年被授予内蒙古
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十三
五”以来在环保方面投入4.9亿元，占工程投资10.17%，“三
废”排放全部优于行业标准。通过粗颗粒锌精矿回收、锌精
矿入釜前有机物预处理等技改项目促进锌系统安全平稳运
行，提升了金属回收率；铅锌冶炼系统联合生产工艺流程全
线贯通，实现危废渣无害化处理，促进有价金属的进一步有
效回收。2020年锌片产量突破14万吨，粗铅产量6.51万

吨，硫酸产量9.98万吨，金属销售量在冶炼行业内排名领
先；累计完成销售收入60多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2.03亿
元，上缴税收7000余万元。有1项国家科研项目和3项公
司内部项目立项并通过验收，申请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
利10项、实用新型10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 9项。2014年被授予全区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单位，
2017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

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新一代钯基羰基合成催化剂和铜
基酯加氢催化剂；开发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煤制乙二醇透光
率方法和工艺，推动了我国煤制乙二醇行业的发展。经过几
年的技术积累，PGA研究在催化剂体系、助剂体系、共聚改性
方面都获得较大进展，走出了PGA市场化的第一步。成功
开发出氨解法制备草酰胺的工艺路线，找到了一条草酰胺低

成本、工业化生产的路线，同时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长期合作，比较研究了尿素和草酰胺的氮素利用率情况及
对于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生态环境的影响。关心关爱职工，在
重大节假日期间开展走访困难职工活动，发放慰问金、慰问
品6万多元，并为600多位农民发放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2014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2016年被授予
全区模范和谐劳动关系单位。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是集乳制品研发、生产及
销售于一体的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自治区
扶贫龙头企业，公司资产3.7亿元，营业收入3.45亿元。拥
有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外观专利14项，
自治区著名商标1个，创新工作室1个，承担组建自治区企
业研究开发中心1所。与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农业大学
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开展包括菌种研发

在内的多个项目研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利用土地入股、
产业托管、扶贫车间等模式实施精准脱贫。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公司共捐赠酸奶8181件，总价值146万余元。
被中国奶业协会授予“优秀乳品加工企业”；被自治区认证
为“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2018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民营企业，2019年
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内蒙古西部天然气管道运行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西部天然气管道运行有限责任公司肩负着向
中西部 9 个盟市供气的重任，已建成天然气长输管道
1700余公里，连续11年（4300天）安全、稳定运行。不断
完善同俄罗斯、蒙古国的合作机制，深化上游气源保障和
下游加气站建设，在保障“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连续开展八届职工技能比武
大赛，共设输气工、焊工、管工三大工种 19项科目，参赛

人员286人次，参赛职工覆盖率83%；共评选出优秀输气
工 72名，其中 25名已任命为基层场站负责人，8名已进
入公司中层管理岗位。先后推选218人次参加各类职业
技能竞赛，获得鄂尔多斯市守护生命安全知识竞赛优秀
奖、自治区电焊工职业技能比赛优秀个人奖、自治区“安
康杯”知识竞赛先进个人奖等，2018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
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开展送
书下乡、全民阅读公益文化活动、“草原书屋”“鸿雁图书悦
读”计划等文化惠民工程；通过“七进工程”建成网点251
家，国有资产得到保值增值。举办4届全区图书发行领域
业务技能大赛，14个成员企业百余名选手参加，5家大型民
营书店和300余名员工现场观摩，形成基层技术练兵与全
区技能大赛紧密结合、共同推进的竞赛格局。2012年代表

自治区参加全国新华书店业务技能大赛，荣获优秀组织奖
和2个单项二等奖、3个单项三等奖。2016年参加中国技
能大赛——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荣
获个人3个单项三等奖，2019年荣获“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全国新华书店主题出版物造型展示大赛”二等奖，2006
年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2017年被评为全国
新华书店系统先进集体。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
分公司连续7年举办岗位练兵比武、技术比武等活动，累
计覆盖 13个工种、12340名职工；先后 3次承办区、市两
级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职工队伍素质得到整体提升；连续
举办3届“安康杯”竞赛，有力强化了安全知识教育，至今
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近5年累计完成 50余项创新，实
现降本增效超 400万元，其中自主研制的 3个项目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项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平安交
通”优秀案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共设立卫
生检疫站19处、临时隔离场所25间，特别开通防疫物资
绿色通道 50 条，累计投入抗疫经费 100 余万元。“十三
五”期间完成收取通行费 57.47亿元，先后获得全国交通
行业荣誉 20个，自治区级荣誉 63个。2016年被授予内
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是自治区唯
一一家同时具备固话、宽带、移动和卫星综合接入手段
的电信单位，独家承担国家自主建设的军民融合示范工
程——天通卫星业务。以服务企业、提升业务技能为目
标，夯实劳动和技能竞赛工作；以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
为载体，开展“我的岗位我创新”微创新创效活动；以弘
扬“奋斗者精神”为抓手，挖掘宣传选树先进典型，激发

职工内生动力。积极组织参与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比
赛，为职工提高业务技能水平搭建平台。从 2016年起，
组织参与涉及多岗位、多工种的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
60 余项，充分展现了电信员工风采。各盟市分公司也
同时因地制宜开展各类比赛和评选工作，员工参与率达
80%以上，促进了职工技能提升。2007年被授予内蒙古
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院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院具有国家首批认证的甲级测
绘资质。积极举办参加各类技能比赛，不断提高测绘人
员业务技能水平，促进测绘单位技术进步。结合在竞赛
中发现的问题，先后组织制作《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图集》等各类地图 2000多幅。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组
织制作《自治区向北开放桥头堡图》《中国“一带一路”中

的内蒙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系列图件等，得到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历时 11 年完成《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
荣获 2018 年“国家出版基金”支持项目。编制《内蒙古
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分布图》《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
治疗定点医院分布图》等，为自治区防疫工作提供强有
力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2016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推荐名单（33个）

张志军，男，蒙古族，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历史教师，
高级教师。

张志军从事教育工作 36 年，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
线。他潜心钻研教学教研工作，坚守“学高为师，德高为
范”的自律信条，取得优异教学成果，先后被评为教育系统
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等，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多篇教
育教学论文并获奖。2019年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依
然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得到领导、同事的高度赞扬和

所带班级学生的爱戴。他多年担任年级组长，坚持课改，
鼓励和支持年级班主任大胆工作，培育组内教师的团队协
作能力，充分发挥团队力量，挖掘年级组在学校管理中的
潜能，将学校德育和教学工作落到实处。他带领的年级组
连续多年取得优异成绩，其中在2019年高考中高考成绩
一本人数突破400人，600分以上人数达到31人，创呼和
浩特市第十四中学历史最好成绩。2018年获内蒙古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章。

李文铂，男，汉族，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
司生产运营部抢险中心班组长。

李文铂从事燃气管网抢修工作 13 年，在燃气管网
抢险、维护、技术等工作中屡有建树，连续 3年被公司评
为“先进工作者”，先后被评为公司“十大金牌员工”、全
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劳动模范、自治区劳动模范。在中
燃集团举办的第一、二、三届运营客服技能比武大赛燃
气管道抢险抢修项目中均取得优异成绩，在“燃气杯”第

四届全国行业技能大赛中名列前茅。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积极参与各级工会组织开展的劳动和技能竞
赛。在支持市政建设、地铁建设、高架桥建设的燃气管
道改迁工作中，面对作业坑狭窄、焊接难度高等困难，优
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肩
负首府居民防疫保供气任务，他首当其冲，主动参与，为
保障首府人民安全用气作出积极贡献。2020 年被评为
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

孙建国，男，汉族，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开发部
电机控制技术员，工程师。

孙建国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包头长安永磁电机
有限公司从事永磁直流无刷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器
的开发工作。作为主研人员参与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项目、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内蒙
古自治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
科技创新引导奖励资金项目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

篇，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包头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 1项。他始终耕耘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用激
情和热血奉献在祖国的永磁电机控制事业，研发的稀土
永磁无刷高速电机控制器、高效低噪音水下推进装置控
制系统、船舶电力推进控制系统等产品，解决大量技术难
题，为我国在这些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作出贡献，累计实现
经济效益 1000余万元。2019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
动奖章。

胡永平，男，汉族，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特
钢事业部特钢研究院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胡永平一直致力于工厂冶炼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特钢
技术创新。积极参与开展“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海
外市场”“XXX不锈钢产品研发”等专项劳动竞赛，为军
民用特种钢材料的技术研发作出突出贡献。开展 P91、
P92无缝钢管等产品自主研发，超临界锅炉用P91厚壁大
口径无缝钢管工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获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科学技术一等奖。通过成分优化、工艺改进及稀土
合金化处理技术，实现我国四代炮钢材料工程化制造并
达到国外先进水平，为国防事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带
领“特种钢制造技术创新工作室”先后荣获市级以上科技
创新奖 28项，发表专利 28项；立项科技创新项目 150余
项，完成率达100%；培养出特种钢冶炼、成形热处理及数
字模拟高技能专业人才 50余名。2015年被评为内蒙古
自治区劳动模范。

秦建忠，男，汉族，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压水
堆元件厂扩建车间干法UO2粉末制备组组长，高级技师。

秦建忠致力于化工技术理论钻研和专业操作技能的提
升。在针对国家重点项目AP1000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建线
期间开展的劳动竞赛中，完成近百项技术改进，为我国第三
代核电燃料元件生产线的投产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家重点
科研专项示范工程、全球首条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生产
线调试劳动竞赛中，提出多项整改意见，保证了调试工作顺

利进行。针对节能降耗、提高效率等组织开展主题劳动竞
赛，为公司节约资金近百万元，培养了一批年轻骨干人员。
积极参与多项技术革新和科研公关，1个项目获“国防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中核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1个项目获“中核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主持
的 2 个 QC 课题获“内蒙古自治区 QC 成果奖”三等奖。
2018年获全国技术能手，2020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
模范。

(下转第5版)

内蒙古富源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富源集团有限公司在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
解决近3000余人的就业问题，连续多年被评为自治区百强
民营企业。取得国家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地产开发建设
面积近300万平方米，项目全部按期交付，荣获自治区优质
样板工程，入围国家广厦奖候选项目，建筑公司合同履约率
及产品合格率均达到100%。番茄酱年产量达3万吨，优品
率97%以上，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热电联产，在

供热产业中投入3000余万元建设封闭煤棚，投入2000余
万元进行烟气除尘脱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捐款60
余万元；连续29年慰问福利院，连续15年捐资助学，向扶贫
产业捐赠200万元助力脱贫工作。近年来，在关爱孤残儿
童、扶困助学、灾害救助、精准扶贫、疫情防控等方面累计捐
款捐物 800 余万元，2015 年被评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2018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

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企业+基地+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葡萄特色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带动千里山镇周边各村不断增大葡萄种植面积，提高种植
水平。引进“T型架”技术与“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免费
推广给葡萄种植农户，并委派公司技术人员实地帮助农户
改良架型，传授技术。主动联系100余户农户，流转闲置土

地660亩，每年支付流转费用39.6万元；返聘村中农户到公
司基地务农，返聘收入是耕种的5倍有余。2020年公司投
入7000余万元建设乌海市葡萄产地冷链物流仓储中心，以
葡萄产业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分销为纽带，把分散的农
民组织起来共同创建市场，实现农业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步
提高。2018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内蒙古森工集团莫尔道嘎森林工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森工集团莫尔道嘎森林工业有限公司在森林抚
育、旅游服务、森林消防、森林防疫、森调设计、森林美食等
重要产业、特色行业中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参赛职工累计
达7000余人次，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的发展氛围。5年来，
莫尔道嘎生态功能区的森林活立木总蓄积由4943.84万立
方米增加到 5268.97 万立方米，旅游收入实现 5247.8 万
元。2015年在自治区森林消防员职工职业技能比赛中获

团体第三名；2016年在自治区森林抚育职工职业技能比赛
中获团体第一名，个人第一名和第六名，2018年在自治区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职工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团体第一名，
同时获检疫员比赛团体第三名。以“安康杯”竞赛为载体，
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建设劳动竞赛，2016年荣获自治区“安
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2011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
一劳动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