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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五一劳动奖和民航工人先锋号

拟评选对象

一、民航五一劳动奖状（36 个）

民航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局

民航新疆管理局航空卫生处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指挥中心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公司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机维修工程部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

西藏航空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运价系统开发部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公司北京安全运行管理部

奇龙航空租赁有限公司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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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集团紧急医学救援中心

北京首都机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机场集团商务航空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能源保障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运输服务分公司

太原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

无锡空港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分公司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运行中心

民航西北地区空管局

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绵阳分院

民航总医院检验科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运行部

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局人事科教司

二、民航五一劳动奖章（62 个）

陈光辉 民航北京安全监督管理局适航维修处副处长

唐 艳 民航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三级调

研员、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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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刚 民航贵州安全监督管理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任建军 民航新疆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后勤保障部经理

孔建荣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高级经

理、中级工程师

刘雯琦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网络收益

部航班计划员、中级经济师

曹 辉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员、航空主治医师

陈 飞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发动机/APU 大修产品

事业部特种工艺三级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赫海英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站坪运行

中心主管

宫宇航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四部

党总支书记、技师

蔡 杨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空保管理部航空安全

员

徐 萌 一二三航空有限公司维修工程部总经理、助理工程

师

陆 新 上海东方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上海航食虹桥中心维

修工程部维修组组长

王璐璐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分公司（机务工程

部）沈阳基地附件修理部 APU 维修车间主任、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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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航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ARJ 机队经

理、二级飞行员

黄小波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系统与网络

专家、高级工程师

祁锦波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市场销

售部电子商务室主任、中级经济师

谭永海 南航明珠大酒店总经理助理

李 鹏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部运行组织

室经理、工程师

侯可清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大修项目部客改货车

间主管、工程师

郭尚坤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运行管理部签派工程师

黄 皓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数字委员会流程优化处经理、助

理工程师

刘训川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值班室总经理、二级

飞行员

王晓辉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B737 一中队副中队长、

二级飞行员

丁 佳 中国航空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亚科技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商务部经理、经济师

王军峰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航空数字化产品事业

部旅服产品部经理、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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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勇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北京石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安全技术部部长、工程师

胡海云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海鑫航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总支委员、高级技师

张 钟 中航材导航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开

发一部经理

章志安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救援管理中

心东区大队副大队长

谢 暄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公共区

管理部业务经理

朱华北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

特机场分公司飞行区管理部场道巡视员

孔 愚 北京大兴机场建设指挥部工程二部总经理、正高级

工程师

陆文娴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站区管理部副总经

理、经济师

黎绍强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机场公司机场

保障部副部长

孙伟东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空港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万松 淮安涟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安检保卫部部长

蔡 鸣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消防护卫部班组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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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安检员

汤明波 湖北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货站经营部副经

理

陆 航 湖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一分部经理

冯 莉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医疗救护中心急

救站主管、主管护师

刘西长 贵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医救护卫部主管、主治

医师

杨 磊 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航空器维修放行

员、助理工程师

张雅清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公司总经

理助理、地面服务部总经理

武宪杰 民航华北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运行监控室主

任、工程师

傅永强 民航中南地区空管局海南空管分局三亚区域管制

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朱衍波 民航数据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

师

周晓猛 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汪 洋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教研室党

支部书记、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竺志奇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管理系党支部委员、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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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王 佳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李 娜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航空乘务学院专任教师、讲

师

彭 峥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民航发展规划研究院战

略规划室主任、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侯昌波 成都民航空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制产品部经理、

高级工程师

汪 洋 中国民航报社摄影部记者、新闻系列中级

闵若谦 民航总医院体检康复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赵海滨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飞行部飞行中队中队

长、三级飞行员

沙丽华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预算执行部业务主管、高

级工程师

高艳蕾 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系统审定室主任、正高

级工程师

马新岩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

部长、正高级工程师

严 筠 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统括业务事业

部副总经理、再保险业务部经理

李潇男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行监控中心数据信息处主任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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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航工人先锋号（66 个）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卫生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飞行部航行调度管

理中心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保障部航空卫生医疗中心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专机办公室运行组织管理室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冬奥运输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B777 机队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客舱部“红叶”乘务

示范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旅

客服务室值机“阳光”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销售管

理室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运控部 AOC 带班主任团队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客舱清洁中心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队“长安花”乘务精

品示范班组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石榴

籽”示范班组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重庆直属中队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现场保障中心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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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驭鹰班组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部国际值机室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部波音二中队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贵宾服务处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乘机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航线维修分部领航

班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高端客户室倾心班组

河北航空有限公司保卫部空防处鹰隼特勤队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飞行部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民航凯亚科技有限公司“通

用航空管理系统”项目组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民航凯亚系统集成有限公

司青岛新机场项目组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分公司长春航空加油站

三分队（精钢班组）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北京石油有限公司首都机场一号加油站

北京凯兰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运行

控制部彩虹班组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站坪部运控分部启航班组

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大兴机场分公司工作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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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检修中心冰与火班组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飞行区安检部围界科熠翔

班组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蓝天下的卫士

班组

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综合监察支队一大队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揭阳潮汕机场公司运行指挥中心

指挥室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前期工作部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维修部生产保障室雄

鹰班组

大连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星光班组”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检查部旅检一科云鹰

班组

南通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

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机务维修公司“阳光地平线”班组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急救中心“生命之星”班组

河南机场集团河南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平台车班组

中国民用航空林芝站航行管制室彩虹班组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站“木兰”班组

遵义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消防救援部狼魂班组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敦煌莫高国际机场公司航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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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东北地区空管局大连空管站后勤服务中心食堂

民航西南地区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室

民航新疆空管局空管中心终端管制中心塔台管制室洋溢班

组

中国民航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电子教研室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工程教研室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服务保障中心食堂班组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航空港管理学院电子信息系教学团

队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大飞机学院制造实训教研室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民航飞行品质监控基站

中国民用航空航油航化适航审定中心逐梦人班组

中国民航报社驻民航局机关记者站

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飞行中队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预算执行部

民航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波音 737-8 飞机专项技术工作

组

西安西北民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安康机场迁建项目监理部

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通航业务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司国际关系一处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关医务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