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优秀共产党员 

赵寒冰 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公司供应链管理部

副部长 

范江涛 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公司业务员 

娄  纯 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公司区域经理 

高晨晓 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公司销售中心业务

一部区域经理 

戴  洪 中盐上海市盐业有限公司物流中心闵行库配送主管 

顾晓晖（女） 中盐上海市盐业有限公司上海中盐莫顿盐业有限

公司人事部经理 

董占云 中盐吉林盐业有限公司中盐吉林米业有限公司经理 

曹  野 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龙盐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二部部长 

韩同忠 中盐青岛盐业有限公司维修班班长 

李  明 中盐西安盐业有限公司业务员 

徐丰年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兰州盐业分公司

红古区配送中心负责人 

蒲玉慧（女）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水盐业

分公司张家川县配送中心业务员 

何静潮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陇南盐业分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经理（主持工作） 



吕洪亮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宏达盐

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海棠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中盐新疆阿克苏盐业有限责任

公司执行董事 

李  刚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哈密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生

产经营科科长 

麦麦提依明江·麦麦提萨吾提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中盐新

疆喀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李·敖尤塔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精河县精河盐化有限责任公

司盐化三厂支部书记、经理 

任  强 中盐宁夏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盐宁夏糖酒副食品有限

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凤义 中盐宁夏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中

卫分公司海原配送站经理 

席延福 中盐宁夏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

司后勤部副部长 

蒋  哲 中盐广西盐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办 

陈  剑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李智欣（女） 中盐国本盐业有限公司产品保障中心副总监 

李  琪 中盐重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销售一部副部长 

王晓红（女） 中盐皓龙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平顶山市皓龙实业有

限公司核算员 

王卫东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科员 

王寅明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精制盐水有限公司设



备主管 

赵云松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市金坛新金冠盐矿有

限公司地质造腔管理部经理 

姚立勇 中盐长江盐化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金刚 中盐长江盐化有限公司中盐枣阳盐化有限公司机修车

间主任 

李万生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制盐厂制盐工段班长 

景亚娟（女）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党群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陈文安 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中盐新干盐化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部长 

熊福忠 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中盐新干盐化有限公司制盐厂

副厂长 

翟  刚 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科员 

张学余 中盐安徽盐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盐东兴云梦制盐有

限公司采购保障组副组长 

施法国 中盐安徽盐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办公室主管工程师 

华文朝 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 

程  超 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司热电厂高配工段班长 

张  平 中盐淮安盐化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党群

工作部部长 

辛乃宏 中盐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张  乐 中盐勘查设计院有限公司中盐矿山技术中心副主任、工

程设计部副部长 



聂开斌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电石厂原料车间石灰工

段班长 

武文广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技术部副主任工程

师 

杨立斌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设备管理部副部长

兼维修车间主任 

杨培俊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 

王多荣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人力资源

部部长、党委组织部部长 

崔永强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氯碱厂安全生产室副主

任 

魏育贵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盐业公司采盐分厂脱水

班组操作工 

何成文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钠业公司热动力厂锅炉

工程师 

尹莉萍（女）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药业公司质量管理

部主管 

马忠丽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盐业公司精盐分厂包装

班组组长 

赵明英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钠业公司泰达制钠厂电

解工艺专工 

曹小兵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运输计划 

王  晶 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保处安保队员 

朱  杰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乙二醇车间操作工 



王贤成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何洪波（女）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外贸公司经理助理 

王  伟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新东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有机厂邻对氯车间主

任 

王顺利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2233 项目组长 

翟永银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设备处副处长 

孙  勇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销售公司经理 

张志强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联碱装置经理 

祁  浩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生产部副部长 

谭  巍 中盐华湘化工有限公司纪委办主任、监察部部长、保卫

部部长 

杨鸿彦（女） 中盐辽宁盐业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韩善喜 中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办公室（党群部）副主任（副部

长） 

何锡明 中盐大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工程部

经理 

尹惠君（女） 中盐能源有限公司综合部职员 

叶少春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高级主管 

刘  鹏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高级主管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郭春富  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公司第二党支部支



部书记 

陈左权（女） 中盐上海市盐业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委宣传

部、工作督查部、监察部部长，工会副主席，纪委办公

室主任，综合第二党支部书记 

冯新光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陇东盐业分公司

党委书记 

杨  光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任立玮 （女） 中盐宁夏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机

关党支部书记 

潘多龙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党总支组织委

员 

张海洋（女）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办 

李海军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钠业公司金属钠厂党支

部书记 

刘发明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副部长、纪委

办公室副主任 

胡昌明  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离退休处副处长、党支

部书记 

吴世标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徐  良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常化氯碱厂党支部宣传委员 

沙  伟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盐红四方肥

业公司党支部书记 

徐  敏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党群部部长 



徐  敏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金赛盐厂厂长、党支部书记 

贺小珍（女） 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中盐新干盐化有限公司党

办主任、党群工作部部长、纪检监察部部长 

王朝忠 中盐安徽盐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

限公司营销总公司党总支书记 

肖健壮 中盐长江盐化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纪检监察室主

任 

霍改梅（女）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食盐厂党支部书记 

牛  琳（女） 中盐皓龙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制盐分厂党支部书记 

李  琳（女） 中盐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支部组织、纪检委员 

张  慧（女）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企业文化部、

工会办公室、老干部部）高级主管 

杨焕峰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主管 

 

三、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盐京津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公司党总支业务三部党支部 

中盐上海市盐业有限公司中盐华东化工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西盐业分公司嘉峪关市

批发部党支部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宏达盐业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 

中盐宁夏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党支部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镇江公司党支部 



中盐长江盐化有限公司热动部党支部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食盐厂党支部 

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中盐新干盐化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党

支部 

中盐安徽盐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品

种盐厂党支部 

中盐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二党支部 

中盐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工勘设计党支部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党总支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质量党支部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盐业公司党总支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钠业公司金属钠厂党支部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电气车间党支部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有机

厂党支部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联碱党支部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