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棉行协[2017]48号 

关于命名中国棉纺织行业“传承大工匠”的决定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也是建成纺织强国的冲刺阶段，我国棉纺织行业正在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长期以来，在

棉纺织行业内涌现出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我

国棉纺织行业的科技创新和质效提升。 

为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弘扬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精神，营

造崇尚劳动、崇尚技能、崇尚创造的行业氛围，传承棉纺织

行业悠久文化内涵，经理事会提案倡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

会于 2017 年在会员企业内组织开展了棉纺织行业“传承大

工匠”推荐命名活动。自活动启动以来，受到各会员企业的

热烈响应，积极组织申报并参与活动。本活动采取事迹材料

审核方式，经所在企业（单位）推荐，由业内专家审核，现

决定命名丁继惠等一百一十九名同志为中国棉纺织行业“传

承大工匠”，并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希望获得传承大工匠的同志继续立足岗位，发扬工匠精



神，发挥先进模范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棉纺织行业广大职工

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同时，希望获得传承大工匠

同志的所属企业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和关心他们的生活，为

进一步提升棉纺织行业职工的整体职业技能水平、适应现代

纺织行业发展和早日实现纺织强国而努力奋斗。 

 

 

附件：中国棉纺织行业“传承大工匠”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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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棉纺织行业“传承大工匠”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工种 

1 丁继惠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面料设计 

2 于芸芸 夏津仁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教练员 

3 马彩云 江苏裕纶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织布工 

4 王子栋 冠县冠昌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保全保养 

5 王飞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细纱工 

6 王云喜 福州翔隆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7 王利军 德州华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8 王国庆 常州市润力助剂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9 王昌雪 云锦集团衡阳天锦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10 王金玲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细纱工 

11 王波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检修工 

12 王建设 焦作市海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13 王树花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 质检员 

14 王俗易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总教练 

15 王晓菲 德州兴徳棉织造有限公司 细纱工 

16 王瑾 西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全保养 

17 王燕玲 宁海华孚纺织有限公司 纺纱班长 

18 卞晓云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染纱管理 

19 计万平 武汉裕大华纺织有限公司 皮辊工 

20 邓建军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21 卢新霞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细纱工 

22 田平 湖北金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23 白秀莲 江阴市茂达棉纺厂有限公司 细纱工 

24 吕显锋 枣庄海扬王朝纺织有限公司 面料设计 

25 朱晓英 浙江鑫兰纺织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26 朱海波 湖南东信集团 设备管理 

27 朱娴 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28 任昌娟 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29 刘冬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恒盛分公司 织布工 

30 刘自平 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 

31 刘庆庆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粗纱工 

32 刘军 汶上如意技术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33 刘树艳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洋纺织分公司 细纱工 

34 刘涛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电工 

35 刘娟 山东铭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粗纱工 

36 刘淑娟 山东铭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细纱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工种 

37 刘静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细纱工 

38 江军芳 忠华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39 孙远秀 福建省长乐市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教练员 

40 孙希宝 帛方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41 孙金艳 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教练员 

42 杜伟文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43 李兴芝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穿经工 

44 李克银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45 李周霞 重庆三峡技术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46 李炎强 苏州新东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47 李树生 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48 李艳丰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49 李跃东 江苏省华宝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50 李深 山东宏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 

51 李琼 嵊州盛泰色织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52 李强 陵县恒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细纱管理 

53 杨幼安 湖北孝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全保养 

54 杨阳 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穿经工 

55 杨普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恒盛分公司 操作技术 

56 吴娟 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57 何小东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58 何海花 瑞昌市鸿达纺织有限公司 总教练 

59 余祖祥 福建省长乐市金源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60 狄秀华 新疆喀什齐鲁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总教练 

61 闵雪芬 太仓利泰纺织厂有限公司 质检员 

62 汪明朗 福建省长乐市华源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63 汪琳梅 安徽东至华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总教练 

64 沈红影 嵊州盛泰色织科技有限公司 质检员 

65 宋四红 福建省长乐市恒源纺织有限公司 教练员 

66 宋奇峰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工 

67 宋敬国 宁波百隆纺织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68 张正姣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细纱工 

69 张红利 湖北孝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全保养 

70 张利萍 际华三五零九纺织有限公司 教练员 

71 张国杰 德州华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72 张昕 山东联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73 张学义 尉氏纺织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 

74 张学明 福建省长乐市金源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75 张春秀 湖南东信集团 总教练 

76 张润明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77 张斌 淮北市华孚纺织有限公司 皮辊工 

78 张新波 湖北安棉纺织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工种 

79 陈国仙 浙江达丰纺织有限公司 总教练 

80 陈建森 西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质检员 

81 陈洁明 广东前进牛仔布有限公司 面料设计 

82 陈超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棉纺纺织分公司 保全保养 

83 苗光明 山东宏诚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工 

84 范静娟 浙江立马云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调度员 

85 林庆慈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86 明亮 山东宏诚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工 

87 岳溪萍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88 周森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89 庞一凡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电工 

90 宓兰兰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细纱工 

91 郎宇凤 重庆三峡技术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92 赵妙妙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93 赵国强 曹县百隆纺织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 

94 钟友军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电工 

95 侯桂娟 江苏裕纶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细纱工 

96 贺红立 河南省禹州市神禹纺织有限公司 电工 

97 柔鲜古丽·阿西木 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细纱工 

98 秦利 新疆奎屯锦孚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99 顾岩成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100 徐仁利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面料设计 

101 徐建 枣阳丝源纺纱有限公司 皮辊工 

102 唐玲玲 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 教练员 

103 黄云娜 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织布工 

104 黄文英 抚州市靖淞科技纱业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105 菅敏 山东宏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细纱工 

106 崔朋波 帛方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107 崇惊春 江苏康妮投资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108 章学文 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 

109 章美华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织布工 

110 葛文军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恒盛分公司 电工 

111 董春山 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空调工 

112 蒋秋香 云南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细纱工 

113 韩向军 舞钢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 细纱工 

114 舒畅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管理 

115 童玉堂 项城市纺织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 

116 温春立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染色工 

117 蔡志忠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染色工 

118 薛志刚 冠县冠星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皮辊工 

119 魏倍倍 石家庄常山恒新纺织有限公司 保全保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