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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偿献血促进奖获奖名单 

单位奖（342 个） 

	

北京市（12） 

清华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华女子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天津市（10）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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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12） 

河北省血液中心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省唐山市中心血站 

燕山大学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 

邢台市巨鹿县医院 

涿州市医院 

河北北方学院 

河北省高速公路承赤管理处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衡水市桃城区供电分公司 

山西省（10） 

太原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太原六味斋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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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人民政府 

长治学院 

忻州师范学院 

吕梁学院 

晋中市职业技术学院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管理职业学校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1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赤峰威信押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敖汉旗贝子府镇 

呼伦贝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 

兴安盟人民医院 

神东煤炭集团公司 

神华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套学院 

辽宁省（12） 

沈北新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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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科技学院 

辽东学院 

营口理工学院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 

辽宁职业学院 

朝阳市市直机关工委 

吉林省（12）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警察学院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动画学院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工业大学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国健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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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力大学 

四平职业大学 

黑龙江省（11） 

黑龙江省血液中心 

哈尔滨市公安局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工业学院 

鹤岗市人民医院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四采油厂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二采油厂 

佳木斯大学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热电厂 

牡丹江医学院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上海市（9） 

上海市血液中心 

复旦大学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 

上海市闵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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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江苏省（12）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共南京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徐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大学 

南通市公安局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淮阴师范学院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台市供电分公司 

扬州市公安局 

镇江市中心血站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寺巷街道可胜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浙江省（12）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安海警学院 

温州大学 

浙江雅莹集团有限公司（嘉兴） 

湖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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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中心血站 

浙江师范大学 

衢州市财政局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12）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 

马钢集团南山矿业公司 

淮北市房地产管理局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安庆市公安局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利辛县供电公司 

池州市公安局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迎驾集团 

福建省（9） 

福建省血液中心 

福建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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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集美大学 

荔城区金盾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 

闽南理工学院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共青团南平市委员会 

龙岩学院 

江西省（11） 

南昌工程学院 

南昌市教育局 

萍乡学院 

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赣南医学院 

赣州市公安局 

上饶市中心血站 

吉安市公安局 

井冈山大学 

抚州市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12）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齐鲁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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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山东大学（威海）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蒙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12） 

河南省世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开封市中心血站 

河南科技大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淇县人民医院 

焦作大学 

济源市中心血站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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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协和骨科医院 

湖北省（1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血站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科教园区 

荆楚理工学院 

长江大学 

湖北省黄冈市中心血站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街道办事处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民族医院 

天门市公安局 

湖南省（12） 

湖南农业大学 

株洲市中心血站 

湖南科技大学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理工学院 

常德市中心血站 



	 197 

慈利县人民医院 

益阳市公安局 

湘南学院 

湖南医药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9） 

广州市白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广州血液中心 

深圳市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海洋大学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肇庆学院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12）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民族医院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梧州市藤县第一中学 

北海市中心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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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 

钦州学院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南省（9） 

海南省血液中心 

海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医学院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琼台师范学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学院 

重庆市（12） 

重庆市血液中心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工程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人民政府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 

重庆市万州中心血站 

四川省（12）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学院（成都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政府 

绵阳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乐山师范学院 

营山县人民医院 

南充市金彩虹公益协会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雅安职业技术学校 

西昌市城市管理局 

贵州省（12） 

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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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省遵义市中心血站 

贵州省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富康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麻江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11） 

昆明医科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玉溪师范学院 

红塔集团昭通卷烟厂 

楚雄师范学院 

云南省麻栗坡县民族中学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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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西藏自治区（4） 

西藏大学 

西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西藏警察高等专科学校 

陕西省（12） 

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西安市中心血站 

宝鸡文理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咸阳市中心血站 

白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神东煤炭集团 

甘肃省（9） 

兰州大学 

皋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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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 

酒钢能源中心 

甘肃林业职工技术学院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市人民医院 

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 

青海省（10） 

湟中县第二人民医院 

青海省妇幼保健院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青海大学昆仑学院 

青海宾馆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8） 

北方民族大学 

东风悦达起亚宁夏天利专营店 

宁夏工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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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国龙医院 

永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原州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石河子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皮恰克松地镇派出所 

部队（14） 

65447 部队 

66172 部队 

新疆军区总医院 

陆军驻宁夏大学选培办 

66055 部队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海军参谋部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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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10 部队 

空军总医院 

96784 部队 

96714 部队 

32090 部队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 12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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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促进奖获奖名单 

个人奖（162 人） 

 

北京市（5） 

 纪宏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康  俊 北京交通大学 

 刘  中 中国美术家协会 

 沈晓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医院 

 安学军 北京市西城区卫生计生委 

天津市（5） 

 王  寒 天津大学 

 黄春发 天津理工大学 

 顾兴章 天津城建大学 

 韩金玺 大邱庄镇医院 

 杨文玲 天津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省（5） 

 许  洁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薄建柱 华北理工大学 

 张  墀 保定市政府办公厅 

 姜  潮 隆化县城乡医疗保险所 

 刘博莉 黄骅港开发区卫生局 

山西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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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林 太原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马秀叶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王黎刚 长治市医学院 

 王亦农 忻州师范学院 

 武张静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4） 

 董智勇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孙国林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乌  彤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直属机关工委 

 刘学勤 磴口县人民政府 

辽宁省（5） 

 邓立伟 康平县卫生局 

 王  杨 大连理工大学 

 孟  淅 本溪市林业局林科所 

 刘丽丽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许晓东 铁岭市直机关工委 

吉林省（5） 

 李春来 吉林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王中骞 吉林市急救中心 

 胡艳华 西安区红十字会 

 刘永武 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 

 高睿达 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白山市边防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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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5） 

 李冰冰 甘南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陆明旭 鸡西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于德囡 大庆油田公司第四采油厂 

 王琳琳 佳木斯大学 

 张佳春 牡丹江市直机关工委 

上海市（5） 

 阚晓君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中心 

 顾建峰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查占山 上海长海医院 

 朱永明 上海市血液中心 

 陈晔佳 上海曹家渡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江苏省（4） 

 宋俊英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周晓萍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李益萍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张立红 宿迁市地税局 

浙江省（5） 

 郑云蒸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宋江平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 

 丁坚江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周盛源 衢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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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月萍 台州市路桥区卫生计生局 

安徽省（3） 

 音  坤 滁州学院 

 水海洋 临泉县中医院 

 雷  震 无 

福建省（5） 

 应永胜 福建商学院 

 吴家莹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周甄敢 荔城金盾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 

 史丽萍 丰泽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姚木铭 福建省龙岩市中医院 

江西省（5） 

 陈申祥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 

 王  湧 南昌市公安局特警（防暴）支队神剑突击队 

 兰建高 农业银行萍乡分行 

 刘  平 九江学院 

 李国金 江西理工大学 

山东省（5） 

 王  莉 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 

 马仁山 青岛市地税局高新区分局 

 王立明 东营职业学院 

 金建全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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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战 菏泽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河南省（5） 

 王  鹏 中共河南省委省直机关委员会 

 张宽亮 洛阳理工学院 

 郝振华 林州市临淇卫生院 

 昝代明 中原油田固井工程处 

 韦保娟 南阳市中心血站 

湖北省（5） 

 梁  晶 黄石广电传媒集团黄石广播电视台 

 李文洪 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 

 陈学国 钟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马  斌 私营业主 

 陆  玲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湖南省（5） 

 刘会才 株洲市广播电台 

 曾建平 湘潭市中心医院 

 刘  倩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陈  希 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许洋名 永州市市委党校 

广东省（5） 

 贝春花 广州血液中心 

 郑爱英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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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华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廖承绶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蔡雪峰 广东鸿艺集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5） 

 刘延明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梁红英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 

 杨小浒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符春晖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邓业诚 南宁地区教育学院 

海南省（5） 

 韩江全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李  雪 海口市公安局政治部综合科 

 柳善文 琼台师范学院 

 杨毅军 海口市人民医院 

 周  云 澄迈县澄迈中学 

重庆市（5） 

 姜理华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智驹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谢勇刚 重庆医科大学 

 桂  伟 重庆市渝中区红十字会 

 杨跃章 重庆市万州区蓝盾保安服务公司 

四川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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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霞 米易县红十字会 

 王彬安 四川省广元监狱 

 邓  勇 南充市档案局 

 袁  宁 雅安市雨城区教育局师培中心 

 但真严木初 阿坝州马尔康市大藏寺院 

贵州省（4） 

 胡  锐 贵州省教育厅 

 刘代顺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黎  斌 贵州富康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徐雪花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省（5） 

 黄会武 曲靖市中心血站 

 李绍兴 楚雄州禄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戴  晟 云南省西双版纳监狱 

 王  华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心血站 

 徐  娟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人民医院 

西藏自治区（1） 

 王  斌 西藏阜康医院有限公司 

陕西省（5） 

 黄  哲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李育民 华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孙安平 汉中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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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章学 安康市中心血站站长 

 巴军启 商洛市商州区信用联社城关信用社 

甘肃省（5） 

 谢建军 兰州理工大学 

 何  锦 甘肃省人民医院 

 殷寿星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小坝沟村 

 苗  峰 甘肃省河西学院附属张掖市人民医院 

 焦继龙 庆阳市中心血站 

青海省（5） 

 厍启录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蔺  琳 青海大学 

 马  宏 青海省医药卫生学会联合办公室 

 耿文君 共青团青海民族大学委员会素质拓展中心 

 刘德铭 青海师范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5） 

 吴  彬 神华宁煤集团烯烃二分公司 

 刘智伟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王志琦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孙  萍 宁夏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盖  猛 宁夏石嘴山工业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 

 李加拉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心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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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 

 胡春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医院 

 张志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三一团医院 

 付  强 奎屯 69026 部队 79 分队 

部队（17） 

 吴前进 西藏军区总医院 

 臧  艳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志强 92330 部队 

 高  红 海军参谋部直属工作局 

 陆  龙 95810 部队 

 尹  文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邱  鹏 95026 部队 

 谷雨泽 96608 部队 

 刘生果 96884 部队 

 谢  涛 96784 部队 

 马印图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单桂秋 广州总医院 

 罗振能 73811 部队 

 辛艳泓 兰州总医院 

 戈全治 沈阳总医院 

 高  博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盖晓丹 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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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促进奖获奖名单 

特别奖——单位（97 家） 

北京市（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南站 

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5） 

天津站派出所安检队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 

天津市血液中心 

天津商业大学 

河北省（5） 

石家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共青团河北省直工委 

沧州广播电视台 

沧州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5） 

法库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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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医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 

辽阳石化公司 

兴城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1）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 

上海市（5） 

利鸥品牌策划（上海）有限公司 

非常创意（上海）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江苏省（3）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 

沭阳县中医院 

浙江省（3） 

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安徽省（5） 

合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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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第一现场》栏目 

安徽省芜湖市文明办 

蚌埠日报社 

全椒县红十字会 

福建省（3） 

厦门 SM 商业城有限公司 

宁化县红十字会 

漳州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江西省（4） 

江西省直机关工会工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余市委员会 

宜春市林业局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3） 

山东协和学院 

济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3） 

平顶山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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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文华学院 

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随县洪山镇人民政府 

湖南省（3） 

郴州市广播电视台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亚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4） 

广东狮子会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义工服务中心 

惠州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5） 

广西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 

荔浦县人民医院 

海南省（1）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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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管理办公室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1） 

乐山立事达实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5） 

贵州理工学院 

贵州医科大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省（3） 

昆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血站 

云南省临沧市中心血站 

陕西省（3） 

陕西凌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咸阳师范学院 

青海省（4） 

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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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青海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5） 

百胜餐厅西安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金凤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银川市实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 

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石河子大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卫生局 

部队（2） 

人民军医杂志编辑部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卫生勤务与血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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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奖——个人（40 人） 

山西省（2） 

薄一宏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杨  瑞 临汾市中心血站 

吉林省（2） 

顾延春 松原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潘兆东 松原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江苏省（2） 

胡雪峰 江苏省篮球管理中心 

王炳华 中房开发常州总公司 

浙江省（2） 

郭集福 义乌世界商人之家旭日公益俱乐部 

龚晓音 舟山市邮政局退休职工 

福建省（2） 

李杰鹏 福建省监狱管局 

徐梹纹 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西省（1） 

张树国 吉安市城市管理局 

山东省（2） 

彭宪玲 枣庄市公民献血委员会办公室 

李升亭 莱阳棉纺厂 

河南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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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照 开封市味府餐饮连锁集团 

李树亮 中共洛阳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湖北省（1） 

司  晓 鄂州市梁子湖大河蟹水产有限公司 

湖南省（2） 

袁亮坤 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陈头明 郴州市艺佳广告公司 

广东省（1） 

罗国威 个体 

海南省（4） 

邝家旺 海南医学院 

田小林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坤明 中共海口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俞花美 海南大学 

重庆市（1） 

严永勤 
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中心 

四川省（4） 

王红虹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局 

杨秀伟 自由职业 

文正平 自由职业（演艺主持） 

刘  辉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川中气矿新闻采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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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2） 

艾温香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十字会 

赵德顺 瑞丽市德顺红木根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2） 

高  阳 延安市博爱医院 

潘治富 陕西省定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甘肃省（5） 

唐  晖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张文峰 中国平安人寿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鲁  禄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朱娉娉 平凉市中心血站 

李廷栋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1） 

梅红英 青海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 

王  深 巴音郭楞日报社 

部队（1） 

张光辉 第 201 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