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荣誉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全国电力企业文化示范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全国职工教育培训优秀示范点 

国网天津培训中心 

全国工人先锋号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营销部营业及电费室营业一班 

国网天津城南公司营销部小站供电营业所 

全国能源化学系统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国网天津电科院马崇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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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现场管理星级评价五星级现场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营销部中新生态城智能营业厅 

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运检部配电运检室配电抢修一班 

国网天津电科院计量中心室内检定室设备运维班 

国网天津宝坻公司营销部计量室采集运维班 

路灯处城南路灯所运行一班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  罗朝辉 

2013-2014 年度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名单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孙建刚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  黄  旭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  殷  震   靳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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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级荣誉 

天津市文明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榜样天津”企业社会责任榜▪城市民生贡献奖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天津市五四红旗团委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团委 

天津市企业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 

国网天津电科院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 

3



天津市工人先锋号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二次运检一班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二次运检一班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营销部营业及电费室营业三班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发展策划部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营销部专业管理室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运检部输电运检室输电运维班 

国网天津蓟县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运维一班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变电运维一室变电运维六班 

国网天津培训中心技术技能培训部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公司本部                   刘明志  庄  剑  刘井军 

周凌云  王海文  孟  伟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甄  庆  赵  晶  郑  旭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           黄  旭  熊光普 

国网天津城南公司           周亚楠  刘荣浩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           郝立今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           蒋玄武 

国网天津蓟县公司           边  江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           闫志刚 

国网天津宝坻公司           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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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武清公司           李玉琪  贾红梅  高立宝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           董华强 

国网天津经研院             范  伟  高  健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           曹  军  刘雪飞 

国网天津信通公司           韩晓媛 

国网天津物资公司           宋  健 

送变电公司                 郑存生 

国网天津客服中心           赵宏振  钱  靖 

国网天津培训中心           张艳萍 

路灯处                     荆松涛 

三源公司                   王志强  王志刚 

茂源公司                   阎宝龙 

天津市劳动竞赛“十大示范区、示范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天津市劳动竞赛“十大示范工程”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外电入津重点工程） 

天津市"十大示范劳模创新工作室"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孙伯伟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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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职工文化体育活动示范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 

天津市模范职工之家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工会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工会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工会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工会 

天津市三八红旗集体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空港智能营业厅 

天津市“建功立业先进女职工”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  王玉红 

天津市技能大师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  孙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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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为民务实清廉”典型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滨海一队 

国网天津城南公司  张家宝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  罗朝辉 

天津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二次运检一班 

国网天津城南公司调控中心调控运行班 

天津市优秀青年突击队 

国网天津城南公司城市智能配电网建设青年突击队 

国网天津经研院高新园 110kV 变电站设计青年突击队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东亚运动会保电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青年岗位能手标兵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张志朋 

天津市青年岗位能手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   牟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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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城东公司             陈  雪 

国网天津电科院               袁世强 

天津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             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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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荣誉 

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体系建设先进集体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体系建设先进个人 

周   群        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 

唐志津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总经理 

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 

杨  华        公司企协分会秘书长 

赵宏振         国网天津客服中心电动汽车服务分公司 

规划及项目前期管理专责 

国家电网公司先进集体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国网天津电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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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先进班组（工人先锋号）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调控中心配网抢修指挥班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营销部大北供电营业所 

国家电网公司优秀班组长 

史钧杰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调控中心配网抢修指挥班 

李晓楠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营销部大北供电营业所 

国家电网公司 2014 年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基于流程的“三集五大”协同运转机制建设》人资部、企协 

国家电网公司 2014 年管理创新成果三等奖 

《全新的班组高效运行模式探索与实践》工会 

《以“两个一流”为导向的省级电力公司国际对标实践》企协 

《“三化”管理推进企业文化重点项目建设》政工部 

国家电网公司 2014 年管理创新成果推广一等奖 

《多管理体系融合的企业标准体系建设》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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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 2014 年管理创新成果推广二等奖 

《大型电网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财务部 

《基于“S-C-S”模式的分布式电源并网管理新机制》发展部 

《基于“五位一体”的岗位责任体系建设》人资部、企协 

国家电网公司 2014 年 QC 活动优秀企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XLPE 电缆绝缘材料性能评估技术研究》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五四红旗团委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团委 

国家电网公司五四红旗团支部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变电检修中心高压试验室团支部 

国家电网公司优秀共青团干部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曹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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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优秀共青团员 

国网天津城东公司              刘  倞 

国家电网公司专业领军人才（2014） 

公司人力资源部                郑建辉 

公司财务资产部                代  鑫 

公司电力交易中心              王中荣 

公司建设部                    季立伟 

公司营销部                    解  岩  袁新润 

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曹  旌  郭凌旭 

公司运维检修部                王永宁  方  琼 

国网天津电科院                满玉岩  卢  欣 

国网天津信通公司              吕国远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              贾珊珊 

国家电网公司专业竞赛调考获奖团体、个人名单 

物力集约化管理专业调考团体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部            第 6名 

信息通信系统建设与运行安全调考团体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科信部            第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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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安全分析工程师调考团体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          第 5名 

物力集约化管理专业调考仓储管理专业 

国网天津武清公司   高建扬           第 4名 

物力集约化管理专业调考合同与配送管理专业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   杨宗颖           第 8名 

信息通信系统建设与运行安全调考信息安全督查专业 

国网天津电科院     林永峰           第 6名 

信息通信系统建设与运行安全调考信息安全督查专业 

国网天津电科院     张国强           第 6名 

人力资源专业调考绩效考核 

国网天津武清公司   刘  颖           第 13名 

配网规划专业调考 

公司发展部         李桂鑫           第 1名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李海龙           第 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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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委员会文件 
 

 

津电党〔2015〕2 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党委 

关于表彰 2014 年度创建“四好” 

领导班子先进集体和优秀领导干部的决定 

 

公司各单位党委（总支、支部）： 

创建‚四好‛领导班子是公司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党组部

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是建设

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快争当‚两个排头兵‛的客观要求。2014 年，

公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创建活动融入公司改革发展过程

之中，始终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攻坚克难、

超越自我，有力推动了公司各项工作开展，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

和同业对标排名继续保持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前列，奠定了内涵

发展的新格局，形成了快速发展的新面貌。 

为表彰先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经公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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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2015 年第 2 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

海供电分公司等 6 家单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创建‘四好’领

导班子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杨德起等 10 名同志‚国网天津市电

力公司优秀领导干部‛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发扬优良作风，

创造更好业绩，为公司发展再立新功。各单位、各部门、各级领

导干部要以创建‚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和优秀领导干部为榜

样，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更加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更

加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深化‚两个转变‛，努力追求卓越，为

加快实现‚两个排头兵‛目标、率先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创建‚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和优秀领导干部名单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党委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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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创建“四好”领导班子 

先进集体和优秀领导干部名单 

一、先进集体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二、优秀领导干部 

杨德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 

唐宝岩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主任 

唐志津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总经理 

梁宝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总经理 

肖建光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申  军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刘  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赵宝国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 

刘  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主任 

王志刚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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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文件 
 

 

津电人资〔2015〕5 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表彰2014年度公司文明

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公司本部各部室、各基层单位： 

2014 年，公司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和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以争当‚两个排头兵‛为目标，以卓越文化为引领，全面实

施‚六项行动计划‛，着力打造‚责任、创新、开放、精益、和

谐‛五大核心品质，形成快速发展的新面貌，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公司广大干部职工主动适应由‚进入先进‛迈向‚持续先

进‛的新形势，自我加压，拼搏进取，励精图治，争先领先，圆

满完成年度各项任务目标，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 

为表彰先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公司决定：

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等 6 个单位‚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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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兵‛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等 21 个单

位‚文明单位‛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变电运检室变电运维一班等 10 个集体‚先进集体标兵‛称号，授

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财务资产部等 30 个集体

‚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皮曦楠等 10 名职工‚先进个人标兵‛称

号，授予徐秀萍等 80 名职工‚先进个人‛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高压用电检查与电力保障班等 25 个班组

‚工人先锋号‛（公司先进班组）称号，授予蒋景阳等 25 名职工

‚优秀班组长‛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集体和职工继续发扬成绩，再接再厉，

努力开创新业绩，为公司提质增效、卓越运营再立新功。公司各

部门、各单位和全体职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公司争当‚两个排头兵‛，

率先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2014 年度公司文明单位、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和工人先锋号表彰名单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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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 年度公司文明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和工人先锋号表彰名单 

 

文明单位标兵（6个）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文明单位（21 个）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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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 

天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茂源电力服务公司 

 

先进集体标兵（10个）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运

维一班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及大客户服务室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建设管理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运维检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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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信通调控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物资采购部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静海 500kV变电站工程项目部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法律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办公室 

 

先进个人标兵（10名） 

张  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营销部中新生态城

供电营业所营业班班长 

陈  正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 

仝新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调度控制中心调控

管理室调控运行技术 

皮曦楠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营业及电费室

营业一班班长 

徐秀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建设部主任 

梁仕伟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运检部主任助理 

孙同江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检修

班班长 

刘宝成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设备状态评价中心副

主任 

杨  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技术技能培训部输配电运

检教研室教研组织 

李宏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人力资源部领导干部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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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30 个）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运检部配电运检室配电抢

修一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发展策划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配网

抢修指挥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运

维一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财务资产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运检部配电运检室配电

二次运检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财务资产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营销部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及大客户服务室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综合室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建设管理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22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运维检修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输电运检室输电

运维三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信通调控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物资采购部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静海 500kV变电站工程项目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销技术支持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综合管理部 

天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运行管理部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法律部 

天津市茂源电力服务公司司机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综合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办公室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 

 

先进个人（80 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张  岚  郑  旭  闫  龙 

郭  新  马  鑫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陈  正  张杨潼  孙广志 

刘瑞涛  苏  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孙慧秀  齐  昕  闫崇松 

李  鹏  刘宏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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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李聪利  仝新宇  刘明辉 

张  贲  徐  凯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皮曦楠  叶  澍  周  斌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  徐秀萍  肖建超  王  烨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李晓楠  刘  伟  肖茂祥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          梁仕伟  刘进波  刘  盛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邢秀娟  张桂民  陈建军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孙同江  王冠印  季忠俊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王建磊  程雅楠  丁  剑 

冯瑛敏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刘宝成  陈晓骞  王旭东 

张应田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王继祥  邵连生  徐志华 

姚来迪  郭秋玲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韩晓媛  尹喜阳  何  金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李  雪  李  蕴  张沛瑶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                黄  磊  阚  鸣  郑茂堂 

王连顺  张家麟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郑培智  赵宏振  穆殿忠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        杨  旭  荆丽雯  曹文涛 

天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              荆松涛  林福生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黄  斌  王  蔚 

天津市茂源电力服务公司            阎宝龙  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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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综合服务中心    赵明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李宏宇  邹新梧  于建成 

徐  科  杨  光 
 

 

工人先锋号（25个）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运检部配电运检室配电

二次运检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调控中心调控运行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计量室采集运维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建设部电网建设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计量室采集运维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营销部咸水沽供电营业

所营业一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

二次运检二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营销部市场及大客户室

大客户经理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营业及电费室高

压用电检查与电力保障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营销部盘山供电营业所

配电运检班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营业及电费室营业班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运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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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调控中心调控运行班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运检部输电运检室输电运维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监理公司工程监理一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电能计量中心现场检验

室电能计量装置外勤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继电保护室变电

二次运检二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变电运维二室变

电运维十六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信通调控中心综合保障室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华裕路仓储配送中心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输电施工二分公司施工三班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电缆施工分公司附件安装三班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大客户服务部大客户经理班 

天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城东路灯所运行一班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三源电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试验

分公司 

 

优秀班组长（25名） 

刘慧芳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运检部配电运

检室配电二次运检班 

周祖辉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调控中心调控

运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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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旭睿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计量室

采集运维班 

赵  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建设部电网建设班 

徐  昕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计量室

采集运维班 

甄维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营销部咸水沽

供电营业所营业一班 

陈  胜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运检部变电运

检室变电二次运检二班 

周云苏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营销部市场及

大客户室大客户经理班 

周  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营销部营业及

电费室高压用电检查与电力保障班 

蒋景阳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营销部盘山供

电营业所配电运检班 

贾士娟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营销部营业及电费室营业班 

尹立广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运检部变电运检室变电

运维班 

朱  丽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调控中心调控运行班 

苏运军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运检部输电运检室输电运

维班 

郭海峰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监理公司工程

监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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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常青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电能计量中心

现场检验室电能计量装置外勤班 

刘鸿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继电保

护室变电二次运检二班 

韩智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变电运

维二室变电运维十六班 

周春丰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信通调控中心综

合保障室 

李金泽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华裕路仓储配送中心 

仙跃进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输电施工二分公司施工三班 

张长发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电缆施工分公司附件安装三班 

 

苗家其  天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城东路灯所运行一班 

姚希文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三源电力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试验分公司 

 

 

 

 

 

 

 

张  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大客户服务部大 

客户经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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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文件 
 

 

津电人资〔2015〕6 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表彰 2014 年度 

“三集五大”、“五位一体”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公司本部各部室、各基层单位： 

2014 年是全面建成‚三集五大‛体系的关键一年，公司坚决

贯彻国家电网公司决策部署，创新实施‚三集五大‛体系扎根行

动计划，对任务和成果实施项目化管控，全面完成年度建设各项

任务，培育出‚五位一体‛协同机制建设等一批在国家电网公司

系统有影响力的成果。通过深化‚五位一体‛协同机制应用，固

化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新体系扎根和常态化运营，公司全面建成

‚三集五大‛体系，并荣获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先进集体

称号。 

为表彰在公司“三集五大”体系建设、“五位一体”深化应用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公司决定，授予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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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个部室、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等8个基层单位

2014年度“三集五大”、“五位一体”先进集体称号，齐鸣等80名员

工“三集五大”、“五位一体”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再接再厉，锐意进取，

再创佳绩。公司广大员工要以先进为榜样，奋勇争先，以实际行

动和卓越业绩，为公司争当“两个排头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2014 年度‚三集五大‛、‚五位一体‛

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名单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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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2014 年度“三集五大”、 

“五位一体”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名单 

 

先进集体（20 个） 

公司本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办公室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人力资源部（社保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运维检修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法律部（体改办）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农电工作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科技信通部（智能电网办公室）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运营监测（控）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对外联络部（品牌建设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工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企协分会 

基层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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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 

先进个人（80 个） 

公司本部： 

齐  鸣  高军彦  李  慧  谢颂果  于延华  张冠男 

张文月  李富明  王永宁  刘创华  罗喜群  袁新润 

门英君  何彩云  冀亚敏  孟亚敏  李俊峰  李  蓬 

杜  筝  杨泽勇  李  萌  靳春鹏  孙  璇  武  力 

江  悦  崔振辉  刘海鹏  郝  毅  王  颖  李统焕 

陈峻青  杨  华  闫  颖 

基层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杨宇全  张  岚  李超群 

陈丽羽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陈  正  叶青武  张燕宏 

庞宗永  王宏伟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孙慧秀  李武兴  王海泉 

李  鹏  谭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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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尚学军  宋兴旺  郭  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梁  程  马宏伟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  郭建生  蒋  莉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孙  宾  马  涛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          高志伟  徐  健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赵红娟  李旭星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邢朝辉  舒  艳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胡建宁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吕立艳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刘  军  杨  悦  鲁  轩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刘连志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刘兆广 

天津送变电工程公司                胡  娟  董玉震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刘  志  宋  岩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培训中心        荆丽雯  岳天雪  孟宪莉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综合服务中心    孙文明 

天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              郭  鑫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赵  铁 

天津市茂源电力服务公司            叶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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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文件 
 

 

津电办〔2015〕2 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获得重要荣誉情况的通报 

 

公司本部各部室、各基层单位： 

2014 年，公司坚决贯彻国家电网公司和天津市决策部署，团

结带领全体干部员工，以争当创建‚两个一流‛和服务美丽天津

建设排头兵为引领，以‚五大核心品质‛的建设践行‚两越‛精

神，以‚六项行动计划‛的实施推进‚两个转变‛，公司安全生

产、电网建设、优质服务、经营管理和党的建设等工作水平持续

提升，公司由‚进入先进‛到‚持续先进‛的工作成效不断显现，

工作成果持续扩大，先后获得重要荣誉 389 项，其中国家级荣誉

23 项，省部级荣誉 232 项，国家电网公司级荣誉 134 项。公司同

业对标获得国家电网公司综合标杆第四名，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

连续三年保持国家电网公司 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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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体现公司争当‚两个排头兵‛的工作成效，公司高

度重视工作成果的设计与培育，在广大员工共同努力的基础上，

经过各部室、各单位的精心组织，公司获得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

式先进企业，并被评为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同

时，国网天津培训中心荣获‚全国职工教育培训优秀示范点‛称

号；国网天津东丽公司营销部营业一班、国网天津城南公司营销

部小站供电营业所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国网天津滨海公司

中新生态城智能营业厅获得全国现场管理的最高荣誉称号‚全国

现场管理星级评价五星级现场‛；国网天津滨海公司配电抢修一

班、国网天津电科院设备运维班、国网天津宝坻公司采集运维班、

路灯处城南路灯所运行一班 4 个班组还荣获 2014 年‚全国质量信

得过班组‛称号。国网天津城西公司罗朝晖被评为‚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和‚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等等。另外还有

113 个单位或集体、117 名员工先后获得省部级荣誉和奖项。这

些荣誉和成绩展示了公司员工争当创建‚两个一流‛和服务美丽

天津建设排头兵的信心和决心，体现了公司在加快建设‚两个一

流‛、率先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进程中勇当排头，引领发

展的精神面貌。 

公司希望广大员工在新的一年，以勇于争先、敢于当先、追

求卓越的精神风貌，以领先发展、站稳排头的决心，再创新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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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创新思维，拓展思路，提质增效，

卓越运营，彰显排头兵价值，持续加强重点工作成果的培育与管

理，力争取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工作成果，为公司加快实现

卓越运营、争当‚两个排头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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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文件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工会 

 

 

津电办〔2015〕3 号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表彰 2014 年度 

“五比一创”劳动竞赛优胜单位的决定 
 

公司本部各部室、各基层单位： 

2014 年，公司认真落实天津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美

丽天津建设的工作要求，落实国家电网公司整体部署，以卓越文

化为引领，紧紧围绕公司‚五大核心品质‛建设和‚六项行动计

划‛实施工作重点，融入对接美丽天津建设，努力争当‚两个排

头兵‛，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以‚打造坚强智能电网，服务美丽

天津建设‛为主题的‚五比一创‛劳动竞赛。竞赛活动的开展，

提升了公司责任央企形象，激发了广大干部员工奋勇争先、争当

排头的士气和活力，推动了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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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活动中，公司加强竞赛顶层设计，对接融入区域发展，

积极构建协同机制，瞄准目标任务成效，严密组织重点推动，彰

显了劳动竞赛价值。各部门、各单位突出竞赛统筹协调，加强专

业推动，严把过程管控和成效应用，在公司上下形成了以竞赛促

工作协同，以竞赛促成效提升的良好格局，涌现出一批竞赛优胜

单位。同时，竞赛活动也得到了天津市总工会的充分肯定，公司

特高压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被评为天津市劳动竞赛‚十大示范工程‛，

公司荣获天津市劳动竞赛‚十大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为鼓励先进，表彰公司在打造坚强智能电网，服务美丽天津

建设‚五比一创‛劳动竞赛中涌现出的标杆典型，公司决定：授

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等 6 个单位‚安全生产—筑牢城

市发展底线‛劳动竞赛优胜单位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滨海供电分公司等 6 个单位‚集中监控—让电网运行更高效‛劳

动竞赛优胜单位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等 6 个单位‚配电网标准化建设—让城市发展更智能‛劳动竞赛

优胜单位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等 6 个

单位为‚降损增效—让用电秩序更规范‛劳动竞赛优胜单位称号；

授予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等 6 个单位‚优质服务—你用电

我用心‛劳动竞赛优胜单位称号；授予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

司等 6 个单位‚重难点工程攻坚—让外电入津更顺畅‛劳动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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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单位称号；授予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等 6 个

单位‚比武调考‛劳动竞赛优胜单位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要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奋勇拼搏，

再创佳绩。公司各单位和广大员工要以先进为榜样，开拓创新，

扎实工作，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不断丰富竞赛实践载体，健全

竞赛工作机制，激发员工竞赛活力，为公司加快实现 ‚两个排头

兵‛目标而努力奋斗。 

 

附件：2014 年度‚五比一创‛劳动竞赛优胜单位名单 

 

 

国 网 天 津 市 电 力 公 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工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39



附件 

2014年度“五比一创”劳动竞赛优胜单位名单 

“安全生产—筑牢城市发展底线”劳动竞赛 

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集中监控—让电网运行更高效”劳动竞赛 

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国网公司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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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电网标准化建设—让城市发展更智能” 

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降损增效—让用电秩序更规范”劳动竞赛 

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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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你用电我用心”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宁河供电有限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宝坻供电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重难点工程攻坚—让外电入津更顺畅” 

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武清供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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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武调考”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一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二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三等奖：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东丽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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