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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人员

1.各省煤矿工会、文联，各煤炭企事业单位党委、工会、宣传

部、文联（文体中心）负责人；

2.2020 年度《阳光》杂志编务工作先进单位代表和优秀个人

（附件 1）；

3.2020 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先进单位代表和最佳通讯

员、优秀通讯员、先进通讯员（附件 2）；

4.各单位负责《阳光》杂志发行工作的人员、新闻宣传工作人员。

三、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20 年 10 月 21 日

报到地点：成都瑞成名人酒店

酒店总机：028-88033333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 68 号

乘车路线：

1.成都站到酒店：约 4 公里，车程约 20 分钟；

2.成都东站到酒店：约 11 公里，车程约 40 分钟；

3.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到酒店：约 22 公里，车程约 50 分钟。

四、注意事项

1.请务必于 10 月 12 日前反馈会议回执（附件 3）。

2.《阳光》杂志工作会议回执发至《阳光》杂志社，联系人：

李杰，手机：13691197502，电话：010-64463817（传真），邮箱：

ygmagh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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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度《阳光》杂志编务工作
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名单

先进单位（48家）

山西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体发展中心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集团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河北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体中心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工会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翼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工会

山东 山东能源集团工会

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团公司工会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工会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公司工会

山东华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山东裕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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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能源义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神火集团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体中心

安徽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陕西 陕西省煤田地质工会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工会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

陕煤集团彬长矿业公司

陕煤集团陕北矿业公司

陕煤集团澄合矿业公司

辽宁 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窑街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内蒙古 内蒙古伊泰集团工会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工会

神华大雁集团公司工会

江西 江西萍乡矿业工会

江西能源丰城矿业分公司工会

黑龙江 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工会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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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华能煤业公司

优秀个人（116 人）

山西 大同煤矿集团文体发展中心 张尚平、杨达

轩岗煤电公司 张建新

阳泉煤业集团 陈钢、翟晓强、鲍建秋、马路平、穆学斌、

岳露露

潞安矿业集团 李少君、杜培玉、郭安廷、秦鸿彬

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工会 张莉、张雁

山西焦煤集团 高振明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 傳澍乾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工会 赵连鹏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工会 屈志平、韩凤

山西焦煤华晋焦煤公司 田志毅、闫跃忠

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张鹏、邢书慧

大同市煤田地质勘探队工会 赵守印

河北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工会 邢存华、李冬冬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工会 海文涛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东庞矿 王峰、聂磊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梁日东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工会 刘明

开滦集团 李建栋、袁福利

山东 山东省煤矿工会 黄振华、赵和平

兖矿集团 顾士胜、潘光峰

山东能源集团工会 宿洪涛、蒋丽

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团工会 王长安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工会 苏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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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矿集团华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韩勇、高川

山东能源临沂矿业集团 邵长余、杨芳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 刘兆军、种衍志、甄建国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 战鹏

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 邹战本

山东能源置业集团 邹强

山东能源煤炭销售中心 钱学军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 曾琦

山东能源贵州矿业公司 刘洪亮

山东能源国际贸易公司 王健

山东裕隆集团 郭永峰、胡跃东

河南 神火集团党群工作部 王启

河南能源集团 刘慧发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公司 李国强、王旻

义马煤业青海义海能源公司 朱慧军

河南能源永煤集团 丁斌、张正义、苗超群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工会 王云飞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文体中心 赵黎

安徽 淮北矿业集团工会 刘杰、王冬梅、董方

淮南矿业集团工会 盛云、申会娜

皖北煤电集团 张光旭、张国爱、尤泓

陕西 陕西省煤田地质工会 杨敬敏

陕煤集团 李永刚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 付晓阳

陕煤集团彬长矿业公司 弯桂清

陕煤集团陕北矿业公司 郑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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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铜川矿业公司 王玉萍

陕煤集团澄合矿业公司 杨万明、李一博

辽宁 铁法能源公司 张宏伟、谭亚玲、张洪琦

黑龙江 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工会 邵静、徐彩霞、任海涛、丁华杰

吉林 吉林省煤业集团 李国栋

江西 江西煤业集团丰城公司 林光前

江西萍乡矿业集团工会 文涛、戴琳

内蒙古 内蒙古伊泰集团 袁兵、张永兵、斯庆一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工会 赵宏、于洪武、张富、李晓旭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额尔德尼、王永和

神华大雁集团工会 高玉贤

甘肃 窑街煤电集团 周惠玲

华亭煤业集团 袁涛、闫萍

靖远煤电集团 崔靖

华能庆阳煤电公司工会 多玲娟

四川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 梅博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广旺煤业集团 胡晓军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攀煤公司 李星桦

重庆 重庆永荣矿业公司工会 林波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工会 刘春侠

北京 华能煤业公司 郑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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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度全国煤矿文化网络宣传先进单位和
最佳通讯员、优秀通讯员、先进通讯员名单

先进单位（50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能源鹤壁煤业集团公司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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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煤业有限公司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四川达竹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南矿业公司

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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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

承德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淮北煤电技师学院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最佳通讯员（10名）

芦长福 攀枝花煤业集团太平煤矿

智小兵 山西漳泽电力工程公司

冯建业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云驾岭煤矿

程红涛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葛泉矿

欧阳宝塔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

杨春成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公司

袁福利 开滦集团

弯桂清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

姜世军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三矿

李江涛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马选厂

优秀通讯员（25名）

吕 存 大同煤矿集团燕子山矿

沈 雁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马选厂

解红利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曹庄煤矿

李敏楠 大同煤矿集团

许宏勋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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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 彪 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

张保平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公司

巨宏伟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公司

邵丽娜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曹庄煤矿

史玉英 华亭煤业集团砚北煤矿

高文进 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

刘仍索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岱庄煤矿

朱文强 兖矿集团离退休职工服务中心

马志玲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公司

白银宝 华亭煤业集团东峡煤矿

张继涛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胡跃东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

梅 博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

蒋 丽 山东能源集团

王 峰 山西焦煤集团

邢存华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邹战本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

陈 钢 阳泉煤业集团

王 珺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

张 富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先进通讯员（65名）

梅方义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何永兴 四川达竹煤电集团

廉 政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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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生 安徽淮北煤电技师学院

艾小莉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公司下石节矿

郭宏欣 陕西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张 超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李婷婷 中煤新疆伊犁犁能煤炭公司

张 佳 大同煤矿集团燕子山矿

刘玉玲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翟镇煤矿

裴永民 山西漳泽电力蒲州热电公司

张学农 中煤集团大屯煤电公司

李贺亮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

李冬冬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任银玲 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

郝 岩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苏长亮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

王长安 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团

袁 艳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白庄煤矿

张双侠 淮北矿业集团双龙矿业公司

潘少峰 大同煤矿集团

海泽民 大同煤矿集团燕子山矿

薛效承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龙华矿业公司

艾 锋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代宜喜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公司

马鹏飞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

王 建 兖矿集团东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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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飞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公司

沈 茹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葛泉矿

王 非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陈蛮庄煤矿

王惠武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中能煤田公司

王 俊 大同煤矿集团燕子山矿

赵业勇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黑沟煤业公司

郭新红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翟镇煤矿

李晓波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

岳万樑 重庆能投集团渝新能源公司

陈 仁 大同煤矿集团同家梁矿

高小艳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何文静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陈蛮庄煤矿

李居正 中煤集团大屯煤电公司

李 贵 四川达竹煤电集团金刚煤矿

李新建 中煤集团大屯煤电公司

殷 媛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倪超全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桑树辉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冯 礼 淮北矿业集团

王玉芹 中煤集团大屯煤电公司

杨建美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三矿

张志强 大同煤矿集团铁峰煤业公司

赵 鹏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陈蛮庄煤矿

安智慧 大同煤矿集团云冈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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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怀 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

高 闯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公司

侯化成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李东芳 大同煤矿集团同家梁矿

李万智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刘春妮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王怀乐 中煤集团大屯煤电公司

王文学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曹庄煤矿

吴艳梅 山西漳泽电力蒲州热电公司

邢林立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

李 军 阳泉煤业集团五矿

李晓旭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张天明 阳泉煤业集团一矿

薛建忠 山西漳泽电力蒲洲发电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