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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庆五一奖拟表彰对象公示
重庆市总工会决定在2019年“五一”节前夕，表彰一批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分别授予重庆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按照推荐程序，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主动接受监督，保证职工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

一、重庆五一劳动奖状（95个）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金隅大成新都会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垫江供电分公司
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开发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市豪洋水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州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公司习水能源公司
酉阳县城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大足供电分公司
重庆宾馆有限公司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高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铁发双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航墙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足城南中学校
重庆和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助友创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威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重庆红星美凯龙博览家居生活广场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喜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恒亚铝业有限公司
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紫建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金猫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重庆有友食品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巫峡神女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途作林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融康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重庆重齿机械有限公司
云阳金田塑业有限公司
重庆方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双驰门窗有限公司
纳铁福传动系统（重庆）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川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鸿富锦精密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审计局
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
重庆市黔江区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北碚区应急管理局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城口县税务局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开州区教育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綦江区税务局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平山产业园区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
重庆市铜梁区审计局
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
重庆市公安局审计处
重庆市巴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奉节县分
中心
重庆市大足区中医院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森林
希望小学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潼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示范幼儿园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市林业规划设计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重庆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市梁平区水资源管理站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南江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队
重庆两江新区金渝学校

二、重庆五一劳动奖章（192个）

唐林强 重庆富皇建筑工业化制品有
限公司大客户专员
邹符良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精测队队长
张连平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
开发有限公司班组长
李晓兵 重庆荆江汽车半轴股份有限
公司模具班长
陈 霞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工程师
刘军华 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
司工程师
卢红林 重庆东科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压铸事业部部长
李仲勤 重庆市万利来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车间主任
李永红 梁平区公路管理养护所职工
袁昌勇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职工
张卷钢 北汽韩-（重庆）汽车饰件有
限公司保全组长
李 想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智能研发经理
丁志远 重庆财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铸造工程师
张 杰 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川东
钻探公司钻井高级技师
何希家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班长
吴 勇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项目经理
李杭承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合川区
供电分公司班长
谢维冬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装调工
林 爽 自然资源部重庆测绘院工程
中心工程部副部长

付文博 重庆燃气集团渝中分公司七
星岗客户服务管理站职工
何 兵 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林常康 重庆神斧锦泰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技术中心副主任
田永超 重庆黄桷树智能传感器研究
院有限公司院长
陈 云 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生
产总监
袁 宏 重庆市合川区东渡造船有限
公司造船主管
吴 勇 重庆荣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销售顾问
唐 勇 永川区公路管理所压路机操
作工
谭博文 重庆市河牛滚装船运输有限
公司副经理
胡旭东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管理部部长
李沛然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噪声控制工程师
眭 川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
公司班长
韩玉军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总监
韦 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网络优化部副经理
王樱蓉 中邮涪陵片区分公司城市支
局支局长
裴源泉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驾驶员
黄德勇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大修公司车辆大修部班长
刘建波 中铁十一局五公司中梁山项
目部项目经理
李仁安 巫溪县猫儿背林场护林员
江锦棕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市郊铁路（轨道延长线）尖顶坡
至璧山段工程项目部建材室副主任
邹符良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精测队队长
袁 宏 重庆市合川区东渡造船有限
公司焊工
陈广川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职工
韩美杰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数控技师
昝 伟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设备工程师
喻亚成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职工
陈海斌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职工
何丽苹 重庆起重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职工
夏天尧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职工
张 伟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职工
黄晴波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渝北工厂职工
张 源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渝北工厂职工
肖建虎 重庆市潼南区田家镇水务站
站长
段美前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技术员
王勤勤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北碚供
电分公司工程师
朱遵光 重庆丰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镶贴工
赵书丽 重庆高速公路路网管理有限

公司工程师
刘 伟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砌筑工
聂学均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安装工
杨伦明 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安装班组长
李建华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班组长
高 飞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局工程师
袁小淞 重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检测员
熊 锐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指挥长
刘 勇 中交乌尉公路包 YRTJ-04
标段项目项目经理
朱清利 中铁二十局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一分部项目经理
张润文 中铁重庆地铁建设指挥部高
级工程师
陈春林 重庆渝高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机电专员
胡成玺 重庆国际集装箱有限责任公
司电工
刘召奎 重庆奎龙律师事务所主任
彭 东 重庆市黔江区公路运输管理
处副处长
罗玉玲 重庆市璧山区水文水质监测
站站长
陈 昊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主任
谭天平 城口县周溪乡人民政府党委
委员副乡长
王锦龙 奉节县人民医院工会主席
栗春容 奉节县草堂福利院院长
李和春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公路养护
所青年道班班长、挖补队队长
杨银宾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鱼
子村村党委书记
王德宣 彭水县生态环境局技术负
责人
彭 彬 云阳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
雷 伟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冉光富 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
心排水疏浚工
刘永武 重庆市金佛春酒业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总监
杨 媚 重庆市荣昌区吴家镇人民政
府双流村党总支书记
黄兴荣 潼南区人事信息档案管理中
心主任
王晓琳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职工
钟家伟 重庆市九龙坡区园林绿化管
理处职工
魏先曼 重庆红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余 健 垫江县永平镇人民政府安监
办主任
游四海 重庆市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
村第一书记
高 平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畜牧
技术服务中心动物疫病控制所所长
谢 璐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
区税务局主任科员
王雪峰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
西客站治安派出所所长
龙 燕 重庆商社新世纪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超市永川中心店、永川新城店、
永川五板桥店店长
刘鸣昊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经理
黄 勇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张兴文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黑
石子餐厨垃圾处理厂生物柴油制造部
主任
廖品富 中铁隧道集团四处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李 斌 重庆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
心主任
陈卫东 重庆津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 屹 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刑警支
队警犬大队主任科员
罗万明 重庆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主任
陈 波 重庆喜百年酒店行政总厨
肖祥洪 重庆市荣昌区罗莎陶艺工作
室陶艺设计师
杨 勇 重庆市宏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
毛 翔 重庆市中医院医师
王金梅 重庆芭拉胡有限公司导游
李 璐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护士
张雪卿 重庆市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总医院护士
沈明辉 重庆读肴知味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
荆诚诚 重庆市合川区大石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护士
王 超 重庆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
总队民警
徐 澄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网
络安全保卫支队民警
蒲成壁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
技术支队警犬技术大队民警
杨 春 重庆市璧山区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胡菊芳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渝北支行会计主管
凌 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职工
陈 佳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公司职工
向 妍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金融街证券营业部投资顾问
刘 源 重庆千叶眼镜连锁有限公司
验光师
李富荣 巫溪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
贾中维 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畜牧兽
医站副站长
张立新 北京城建龙樾生态城项目支
部书记、经理
王大涛 重庆市勘测院研发主办
方 文 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所长
唐 凯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西南分公司技术带头人
许正川 重庆市第29中学教师
汪建德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党
委书记、校长
李先彬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明德小学
校长
陈晓英 重庆市酉阳县民族小学校德
育主任
陈世廷 重庆市忠县忠州中学校党总
支书记、校长
李 黎 重庆市南华中学校教师
唐 芸 重庆市铜梁区金龙小学党总
支书记、副校长
马小锋 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现
代服务系副主任
赵万一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教授
胡国华 重医大附一院教授

陈建军 重庆市巴南区职业教育中心
教师
梁英英 重庆科技学院教师
何 敏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教师
张 显 重庆师范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
刘 娅 市工程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
王华平 重庆市农业学校高级畜牧师
张晋源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吴高林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唐承辉 重庆工商学校教师
贺叶露 重庆三峡学院教师
杨 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师
万曼璐 重庆大学教师
邱 瑶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谭 庆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讲师
夏利华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教师
张 晶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费文祥 重庆富民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周斌全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冉得圣 重庆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
谭爱中 重庆开州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 梅 重庆民泰新农业科技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宜骏 重庆友友利鸿玻璃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志勇 重庆市巫溪县坤林农林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邱尼丁 重庆小南海水泥厂厂长
张 琳 重庆市南川区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孝贵 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司董
事长
胡世华 重庆市武隆区大溪河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永祥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罗 成 重庆浪尖渝力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郑 伟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宝林 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 艳 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汤雪松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潼南供
电分公司总经理
姜文君 重庆市乐和乐都旅游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明玉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
石壕煤矿矿长
张艺蓬 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罗太恒 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恒康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高 敏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王珊姗 厦门银行重庆分行综合部总
经理
杨成林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工会
主席
胡 钢 重庆平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赵本常 重庆天齐锂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田 勇 重庆恒宏水利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
李张林 中国石油重庆涪陵销售分公
司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 峰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蒋大富 重庆天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经理
张 刚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冯 旭 重庆南两高速公路建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郭 荣 国家税务总局巫山税务局党
委副书记、副局长
郑开强 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昌都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任 杰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永川区
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刘文政 西南大学工会主席、教代会
主任、副教授
安 然 国家税务局重庆市税务局第
六稽查局局长
胡继红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处长
李屈杰 忠县兴峰乡人民政府党委
书记
陈 铀 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
局长
李文勋 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
会会长

三、重庆市工人先锋号（184个）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有限责任
公司发电运行部
重庆鸿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融
资部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
部水泥班组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第三十一项目部璧山区金科博翠
天悦项目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城口分公司沙
坪支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奉节供电分公司
城区配网运检班
重庆天位科技有限公司排水维修队
重庆万盛旅业（集团）有限公司黑山谷
景区维安组
重庆九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蚩尤九黎
城景区管理部
酉阳桃花源旅游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组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分厂
长皮带工段
重庆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九龙预拌
厂技术科
葛洲坝易普力重庆力能民爆股份有限
公司垫江工厂管理部
重庆市石柱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工程建设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殡仪馆有限公司
火化车间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部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
重庆中石化渝辉油料有限公司唐家沱
油库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南

川支行
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万州分厂净化生
产三班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重庆气矿忠县采输气作业区老湾
中心站
重庆凯源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万
州分公司管网所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丰盛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重庆标准件厂大件车间
重庆建安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制造中心
一部装接组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斯里
兰卡阿塔纳水厂项目部
重庆市客轮有限公司交运满江红
重庆市乐和乐都旅游有限公司党群工
作部-督导指挥中心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九分公司
869线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青山变速器分公司龚为伦劳模创新工
作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公司渝北区分公司
重庆航天火箭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邓建
华劳模创新工作室
重庆长江电工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场
部外经室
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木棕河流域
电站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500
千伏西部变电运维站
华能重庆两江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运行维护部热控点检班组
中国重汽集团重庆燃油喷射系统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标定小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授
信管理部
重庆市南山植物园管理处中心园区绿
化班组
长安汽车渝北工厂综合管理处李虎大
师工作室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铁路枢
纽东环线项目经理部
重庆城市通卡支付有限责任公司江北
运营中心
中铁二局集团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轨道交通五号线装饰装修5201
标项目经理部
中交二航局二公司港渝设备租赁工程
分公司孙家林起重工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
中国电科第二十四研究所电源与信号
处理事业部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物检
控制组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山茶花精英乘
务组
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规划前期部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北中心站
重庆界石垃圾二次转运站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北供电分公司
变电运检室电气试验班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宏劳
模班
重庆仁义在线旅游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部
重庆山水都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金佛
山运营分公司
中铁重庆地铁建设指挥部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安
防监控组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8地质
灾害驻守队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维修二厂
保养一组
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门店运营中心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轨道交
通十号线二期七星岗站及区间隧道工
程项目经理部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快速路一
横线歇马隧道东西干道PPP项目部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污水处
理班组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南两高速公路总承包部NL5标段项
目部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
汽车中心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长鹰6船队
重庆迅为交通换乘枢纽有限公司客运
经营科服务总台班组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长江黄金
7号邮轮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市快速路
二横线西段PPP项目一分部
中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交通规划设计处
中铁十八局集团隧道公司观景口项目
部10号井工区顶管施工班组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大足供电分公司
万古供电营业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发电
厂维护部/锅炉班
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计划合同部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管理部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潼南航电
枢纽项目部
四川路桥重庆城开高速C2项目经理
部澎溪河特大桥施工1队
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铁
建·红旗班
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华丽高速第20
合同段项目部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
十三集团有限公司渝黔高速公路扩能
总承包指挥部
中铁十一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
南川区综合管廊项目经理部
中铁隧道集团一处有限公司郑万铁路
重庆段土建3标项目经理部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医疗救护中心
蓝天救援班组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重庆两江新区建设有限公司肖家沟片
区园林绿化品质提升工程项目部
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党群服务中心
重庆茂田机械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重庆光明消防设备厂生产部
重庆市财信环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大业建材有限公司预构
件车间
开州水泥厂有限公司电气自控部
綦江长风齿轮（集团）有限公司翁昌乾
锻工班组
重庆百德鞋服有限公司生产部
重庆邓氏厨具制造有限公司水磨车间
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维修服务站

重庆渝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性能
医疗器械创新开发团队
重庆施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部
重庆市锐升电子有限公司HAR车间
重庆万物春生制药有限公司中药提取
车间
重庆沙坪坝天星桥汽车检测站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工艺团队
装试工艺组
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航
发发动机项目组
重庆顶正包材有限公司制一科B班
重庆三磊玻纤股份有限公司拉丝车间
重庆万盛川东化工有限公司电器仪
表组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质量控
制部
重庆石笋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管
理部
重庆市川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重庆万力医药有限公司采购部
重庆雄业玩具制衣有限公司玩具车间
重庆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生产部针
二组
重庆明珠塑料有限公司维修班组
重庆大鸿农牧机械有限公司工程部安
装小组
南川水江氧化铝有限公司原料选矿
车间
重庆市潼南区华兰生物单采血浆有限
公司实验室
重庆盛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金工车间
福安药业集团重庆博圣制药有限公司
质量保证部
重庆港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仓储管
理部
重庆渝豪仕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事业部
重庆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中
转库
重庆顶津食品有限公司重庆MT部
康师傅（重庆）方便食品有限公司制面
一科
重庆永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生
产部
上海丰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雍江翠璟物业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黔江区税务局第
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万州区税务局陈
家坝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巴南区税务局第
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合川区税务局第
一税务所
重庆市江北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巫溪县行政服务中心人力社保分中心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巫溪县分
中心业务大厅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第
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酉阳县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
入科
渝中区司法局石油路街道司法所
国家税务总局忠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渡口区税务局
新山村税务所
重庆市大渡口区财政局国库科
重庆市梁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巡警支队

杨雪峰大队
丰都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国家税务总局丰都县税务局第一税
务所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出入境管
理服务窗口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
南川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一部
重庆市武隆区信访办公室人民群众来
信来访投诉中心
重庆市长寿区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科
石井坡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管理环保
办公室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一庭
重庆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审理科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二部
重庆市凤城监狱七监区
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河长办公室
重庆市合川区水利局河长办公室
重庆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网络侦察技术
支队
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刑警支队警犬
大队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技术支队
警犬技术大队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税务局寸滩税务所
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交巡警支
队机动大队
奉节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
重庆市南岸区市政设施管理处工程科
綦江区人民医院援藏医疗团
巫山县人民医院放射科
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焊接实训中心
重庆市铜梁区中医院疼痛针灸科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骨伤科
南川区教育科学研究所课程改革办
公室
重庆市垫江第三中学校音乐组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长寿区分
中心信贷管理科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针灸
推拿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路管理局公路维
修整治及应急抢险队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轨道运输
与管理工程系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卫
生统计与信息管理教研室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5地质
队地质调查院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餐饮旅游学院
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职业训练院
西南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
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技能人才服
务科
照母山科技创新城党群服务中心群团
工作组

公示时限：2019年4月8日至4月12日
公示联系电话：63860161

重庆市总工会
2019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