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薛霞

2 仓储协会 于波

3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福航

4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宏

5 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 沙玉洲

6 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 王仁焘
7 大连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宝纯
8 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 顾群

9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崔 艳
10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黄勇
11 大连大学 关萍
12 大连大学 弓晓杰
13 大连大学 侯义龙
14 大连大学 曾常茜
15 大连大学 孙赫
16 大连大学 谢新开
17 大连大学 董世山
18 大连大学 陶雅军
19 大连大学 张学梅
20 大连大学 张强
21 大连大学 李金奎
22 大连大学 张健为
23 大连大学 陈波
24 大连大学 朱敏捷
25 大连大学 贾卫平
26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翁文采
27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王琳
28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张跃伟
29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李维红



30 大连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董晓宇
31 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马劲航
32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邢丽
33 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 张继军
34 大连工业大学 郭静
35 大连工业大学 孙玉梅
36 大连工业大学 曹亚峰
37 大连工业大学 刘俊龙
38 大连工业大学 张春枝
39 大连工业大学 张玉苍
40 大连工业大学 冯钠
41 大连工业大学 刘彦军
42 大连工业大学 董晓丽
43 大连工业大学 张绍印
44 大连工业大学 李长吾
45 大连工业大学 钱方
46 大连工业大学 平清伟
47 大连工业大学 韩颖
48 大连工业大学 曲敏杰
49 大连工业大学 吕振凯
50 大连工业大学 徐同宽
51 大连工业大学 庞桂兵

52 大连工业大学 林 海
53 大连工业大学 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霍李江
54 大连工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田晶
55 大连工业大学集成测控技术研究所 王智森
56 大连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毕万新
57 大连工业学院 彭彦平
58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韩冰
59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王丽萍



60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邹立莉
61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廖明义
62 大连海洋大学 胡建恩
63 大连海洋大学 汪秋宽
64 大连海洋大学 周玮
65 大连海洋大学 刘长发
66 大连海洋大学 赵前程
67 大连海洋大学 于红
68 大连海洋大学 裴兆斌
69 大连海洋大学 苏延明
70 大连海洋大学 宋坚
71 大连海洋大学 朱晖
72 大连海洋大学 隋江华
73 大连海洋大学 蒋丹
74 大连海洋大学 姜玉声
75 大连海洋大学 田涛
76 大连海洋大学 何云海
77 大连海洋大学 贺义雄
78 大连海洋大学 张亚
79 大连海洋大学 曲亚囡
80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秀珍
81 大连交通大学 王英
82 大连交通大学 林莉
83 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局 孙运超
84 大连金普新区水产服务管理站 杜萌萌
85 大连九久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江纬邦
86 大连九久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詹佳璋
87 大连科林能源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余传林
88 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 张迈
89 大连朗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李阳



90 大连理工大学 王锦艳
91 大连理工大学 刘立忠
92 大连理工大学 王宝民
93 大连理工大学 连静
94 大连理工大学 舒海文
95 大连理工大学 杨有福

96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马廷丽

97
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传

感技术研究所
喻言

98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机械学院 喻健良
99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 郭子坚

100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交通运输

学院
王孝坤

101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 李凤岐
102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 丁锋
103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殷福亮
104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卢湖川
105 大连龙想催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杨家仁
106 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威
107 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曲智博
108 大连轮胎厂有限公司 付兴铎
109 大连迈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德权
110 大连美明外延片科技有限公司 杨天鹏
111 大连民族大学 冮洁
112 大连民族学院 孙丽坤
113 大连民族学院 崔玉波
114 大连民族学院 于成学
115 大连民族学院 杜雄伟
116 大连民族学院 齐海萍
117 大连民族学院化学工程系 李保红



118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于基成
119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刘秋
120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高明波
121 大连民族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杨文武
122 大连片区制度创新二局 赵英虎
123 大连普阳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孙丰国
124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王晓丽
125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李颖
126 大连晟明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刘景娴
127 大连石化 董兆萍
128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程先胜
129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周洪荣
130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王亚斌
131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王细凤
132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宫玉彬
133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唐超
134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王娜莎
135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杨捷
136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杨永林
137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丛培林
138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徐彤
139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李晓军
140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孙泽辉
141 大连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李清武
142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魏刚
143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肖秀荣
144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张转连
145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孙爱华
146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赵云峰
147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刘喜文



148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钟玉宝
149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徐忠成
150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赵守辉
151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于少平
152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张登新
153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江英
154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 丁勇
155 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 刘景泰
156 大连市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郎业鹏
157 大连市旅顺口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杨茂华
158 大连市美食文化协会 高成聪
159 大连市农产品和水产品检验检测院 葛祥武
160 大连市农科院 潘凤荣
161 大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金柏年
162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刘学东
163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郭建华
164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吴春华
165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马昌广
166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冯霄汉
167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关海春
168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刘红霞
169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张政
17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杨凤英
171 大连市普通高中创新实践学校 孙小龙
172 大连市轻工业联合会 于文杰
173 大连市轻工业联合会 王洋
174 大连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刘彤
175 大连市水利科学研究院 刘元亮
176 大连市无线电监测站 鲜韧
177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牛玉娟



178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宋一
179 大连天籁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 段彦斌
180 大连天籁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 刘金英
181 大连钰霖电机有限公司 王维山
182 大连御圣园酒业有限公司 曲永生
183 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雅波
184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董春利
185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朱华
186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田春霞
187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韩学军
188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李戈文
189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张宪辉
190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艳
191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杨连福
192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华
193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英
194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杜中一
195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洪运国
196 大耐泵业有限公司 王德静
197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马得懿
198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福军
199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吕明哲
200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崔卫华
201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王丽华
202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康戈
203 光明化工研究设计院 赵敏
204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那广水
205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许道艳
206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刘玉安
207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赵仕兰



208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于永海
209 海军旅顺保障基地司令部气象台 郑崇伟
210 弘艺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勇
211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柴雨
212 辽宁省水产苗种管理局检疫检测中心 耿红卫
213 辽宁师范大学 李文举
214 辽宁师范大学 孙康
215 辽宁师范大学 冷慧
216 辽宁师范大学 刘大明
217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任学慧
218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利
219 辽宁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刘德山
220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崔万有
221 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岳崇兴
222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 王相海
223 路明集团 杨东
224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杨萍
225 松下压缩机（大连）有限公司 糜华
226 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刘圣聪
227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劲松
228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忠超
229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林秀清
230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尤绍军
231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庄权
232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澍
233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华伟
234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兆红
235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长鑫
236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张亚光
237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金红群



23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〇研究

所
周志民

239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曹义鸣
24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毛志远
24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刚
242 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生产技术处 邹立梅

243
中轻联（大连）包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连市轻工业联合会）
李德龙

244 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王文选
245 辽宁师范大学 赵东方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福航

2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宏

3 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 沙玉洲

4 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 王仁焘

5 大连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宝纯

6 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 顾群

7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崔 艳
8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黄勇

9 大连大学 陈波

10 大连大学 贾卫平

11 大连大学 孙赫

12 大连大学 谢新开

13 大连大学 张健为

14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李维红

15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邢丽

16 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 张继军

17 大连工业大学 曹亚峰

18 大连工业大学 冯钠

19 大连工业大学 郭静

20 大连工业大学 韩颖

21 大连工业大学 李长吾

22 大连工业大学 林 海
23 大连工业大学 刘俊龙

24 大连工业大学 刘彦军

25 大连工业大学 庞桂兵

26 大连工业大学 平清伟

27 大连工业大学 曲敏杰

28 大连工业大学 孙玉梅

29 大连工业大学 徐同宽

30 大连工业大学 张绍印

31 大连工业大学 张玉苍

32 大连工业大学 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霍李江

33 大连工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田晶

34 大连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毕万新

35 大连工业学院 彭彦平

36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韩冰

37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王丽萍

38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邹立莉

39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廖明义

40 大连海洋大学 隋江华

41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秀珍

42 大连交通大学 王英

43 大连九久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江纬邦

44 大连九久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詹佳璋

45 大连科林能源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余传林

46 大连朗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李阳

47 大连理工大学 连静

48 大连理工大学 刘立忠



49 大连理工大学 舒海文

50 大连理工大学 王锦艳

51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马廷丽

52
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传感

技术研究所
喻言

53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机械学院 喻健良

54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殷福亮

55 大连龙想催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杨家仁

56 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曲智博

57 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威

58 大连轮胎厂有限公司 付兴铎

59 大连迈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德权

60 大连美明外延片科技有限公司 杨天鹏

61 大连民族大学 冮洁

62 大连民族学院化学工程系 李保红

63 大连民族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杨文武

64 大连普阳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孙丰国

65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李颖

66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王晓丽

67 大连晟明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刘景娴

68 大连石化 董兆萍

69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程先胜

70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周洪荣

71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王细凤

72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王亚斌

73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宫玉彬

74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丛培林

75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李晓军

76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江英

77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刘喜文

78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孙爱华

79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肖秀荣

80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于少平

81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张登新

82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赵守辉

83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赵云峰

84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钟玉宝

85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张转连

86 大连市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郎业鹏

87 大连市旅顺口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杨茂华

88 大连市轻工业联合会 于文杰

89 大连市无线电监测站 鲜韧

90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牛玉娟

91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宋一

92 大连天籁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 刘金英

93 大连钰霖电机有限公司 王维山

94 大连御圣园酒业有限公司 曲永生

95 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雅波

96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董春利

97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杜中一



98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韩学军

99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田春霞

100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艳

101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华

102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杨连福

103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张宪辉

104 大耐泵业有限公司 王德静

105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康戈

106 光明化工研究设计院 赵敏

107 海军旅顺保障基地司令部气象台 郑崇伟

108 辽宁师范大学 孙康

109 辽宁师范大学 李文举

110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 王相海

111 路明集团 杨东

112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杨萍

113 松下压缩机（大连）有限公司 糜华

114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澍

115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华伟

116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林秀清

117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兆红

118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忠超

119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劲松

120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尤绍军

121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长鑫

122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庄权

123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金红群

124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张亚光

12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 周志民

126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曹义鸣

127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刚

12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毛志远

129 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生产技术处 邹立梅

130
中轻联（大连）包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连市轻工业联合会）
李德龙



序号 单位名称

1 大连大学

2 大连大学

3 大连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 大连工业大学

5 大连工业大学

6 大连海洋大学

7 大连海洋大学

8 大连海洋大学

9 大连海洋大学

10 大连海洋大学

11 大连海洋大学

12 大连海洋大学

13 大连海洋大学

14 大连海洋大学

15 大连海洋大学

16 大连海洋大学

17 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局

18 大连金普新区水产服务管理站

19 大连民族学院

20 大连民族学院

21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22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23 大连民族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24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25 大连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26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

27 大连市农产品和水产品检验检测院

28 大连市农科院

29 大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3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1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2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3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4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5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6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7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8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9 大连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40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41 辽宁省水产苗种管理局检疫检测中心

42 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43 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仓储协会 于波

2 大连大学 曾常茜

3 大连大学 董世山

4 大连大学 陶雅军

5 大连大学 张强

6 大连大学 张学梅

7 大连大学 朱敏捷

8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王琳

9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翁文采

10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张跃伟

11 大连工业大学 董晓丽

12 大连工业大学 吕振凯

13 大连海洋大学 刘长发

14 大连海洋大学 裴兆斌

15 大连海洋大学 曲亚囡

16 大连海洋大学 于红

17 大连海洋大学 朱晖

18 大连交通大学 林莉

19 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 张迈

20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 郭子坚

21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交通运输学院 王孝坤

22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 丁锋

23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 李凤岐

24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卢湖川

25 大连民族学院 崔玉波

26 大连民族学院 孙丽坤

27 大连民族学院 于成学

28 大连片区制度创新二局 赵英虎

29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王娜莎

30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杨捷

31 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杨永林

32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徐彤

33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魏刚

34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徐忠成

35 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 刘景泰

36 大连市美食文化协会 高成聪

37 大连市普通高中创新实践学校 孙小龙

38 大连市轻工业联合会 王洋

39 大连天籁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 段彦斌

40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洪运国

41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李戈文

42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英

43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朱华

44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马得懿

45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福军

46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吕明哲

47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崔卫华

48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王丽华

49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许道艳



50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刘玉安

51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那广水

52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于永海

53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赵仕兰

54 辽宁师范大学 冷慧

55 辽宁师范大学 刘大明

56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利

57 辽宁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刘德山

58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崔万有

59 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岳崇兴

59 辽宁师范大学 赵东方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薛霞

2 大连大学 关萍

3 大连大学 李金奎

4 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马劲航

5 大连工业大学集成测控技术研究所 王智森

6 大连海洋大学 张亚

7 大连理工大学 王宝民

8 大连理工大学 杨有福

9 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孙泽辉

10 大连市水利科学研究院 刘元亮

11 弘艺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勇

12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任学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