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拟表彰对象

(150名)

郑州市

杨俊魁,男,汉族,1975年6月出生,群众,杭州优行科

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曹操出行)司机。

高炳涛,男,汉族,198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税

务总局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高技工。

高新航,男,汉族,198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二七区

樱桃沟景区开发管理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

王 璐,男,汉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惠济区

长兴路街道王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西京,男,汉族,195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巩义市

国土资源局退休干部。

马沂峰,男,汉族,197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牟县

益奉社工服务中心主任。

高遂太,男,汉族,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新郑市

新华路街道仓城社区支部书记、主任。

赵登科,男,汉族,1985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郑州烈

士陵园园林管理科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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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又生,男,汉族,192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巩义市

涉村镇北庄村村民。

谷向东,男,汉族,199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东升军

创实业 (河南)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海彬,男,汉族,1955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新密市

(原密县)中药厂退休职工。

王丁虎,男,汉族,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税

务总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开封市

孟国剑,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开封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服务管理科科长。

张 飞,男,汉族,198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开封黄

河河务局开封黄河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

李富强,男,汉族,198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龙亭区

北郊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郭金磊,男,汉族,198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开封市

红豹救援队队长。

张国光,男,汉族,198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兰考县

人民武装部军事科职工。

王建凯,男,汉族,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税

务总局开封市祥符区税务局第一分局副局长。

蔚振科,男,汉族,197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开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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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科长。

洛阳市

宫福峰,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栾川佳

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洛卫,男,汉族,1981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洛

卫军品博物馆馆长。

李晓国,男,汉族,196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市

退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洛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马维俊,男,汉族,198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二级警长。

闫永收,男,汉族,197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税

务总局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王城税务分局局长。

秦龙才,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

姚程润,男,汉族,198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洛

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子军,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涧西区

南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晓旭,男,满族,198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市

公益顺风车文化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李俊武,男,汉族,198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牡

丹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研发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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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

樊骐源,男,汉族,199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

市金篮子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遂运,男,汉族,196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

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钦辉,男,汉族,198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鲁山县

董周乡石峡沟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书辉,男,汉族,197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大为,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汝州市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

尹世钊,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

市文明办副主任。

李成魁,男,汉族,194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

日报社退休干部。

安阳市

李文亮,男,汉族,198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安阳市

正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晓军,男,汉族,198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红香柳

刀削面创始人。

程文鸣,男,汉族,1967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安阳市

企联国学与企业现代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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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豹,男,汉族,197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安阳公

益联盟、安阳厚义公益会长。

赵纯林,男,汉族,196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文峰区

紫薇大道街道郭家街村村民。

杨庆兵,男,汉族,197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安阳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哲钦,男,汉族,197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湖北省

润鑫舶桥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鹤壁市

霍俊江,男,汉族,1975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鹤壁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政委。

田 堂,男,汉族,198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鹤壁市

委政法委研究室主任。

新乡市

杨俊峰,男,汉族,1981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新乡市

委组织部干部四科副科长。

郭焕彩,男,汉族,195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新乡市

永昌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根柱,男,汉族,197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新乡市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宁双辉,男,汉族,198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陆军第

八十三集团军医院医学工程科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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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旭,男,汉族,195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心

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申玉欢,男,汉族,198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凤泉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韩吉东,男,汉族,197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新乡市

纪委监委宣传教育基地主任。

张全振,男,汉族,195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亚

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常明永,男,汉族,197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牧野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焦作市

蒲志伟,男,汉族,198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焦作市

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三级警长。

许来铜,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焦作市

豫通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志强,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孟州民

生医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赵雪山,男,汉族,196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修武县

七贤镇韩庄村党支部书记。

国素中,男,汉族,197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焦作市

华胜红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和有禄,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群众,温县和氏太

—6—



极拳学院院长。

濮阳市

刘瑞强,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濮阳市

人民医院副院长。

王元顺,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濮阳市

公安局华龙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胡彦兵,男,汉族,198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原油

田分公司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井下作业工高级技师。

吴相超,男,汉族,198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范县杨

集乡东牛桥村党支部书记。

许昌市

徐金龙,男,汉族,198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长葛市

公安局指导员。

吴 柯,男,汉族,198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共青团

许昌市委组织宣传部部长、驻村第一书记。

钟 乐,男,汉族,198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许昌市

信访局调研宣传科科长。

叶红良,男,汉族,195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许昌市

魏都区玻璃厂退休职工。

赵荣尊,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许昌市

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副书记。

张俊涛,男,汉族,1974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共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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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市委政法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常顺杰,男,汉族,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许昌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科长。

漯河市

程宝军,男,汉族,197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漯河梦

肢队残疾人互助中心法人。

孙克钦,男,汉族,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漯河市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职工。

张德山,男,汉族,196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舞阳县

文峰乡李斌庄村党支部书记。

张俊卿,男,汉族,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漯河市

厚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门峡市

阴书卷,男,汉族,198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鑫

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楚松涛,男,汉族,197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共三

门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三门峡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金 刚,男,汉族,197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博

厚研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阳市

孙海滨,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骨科医院副院长。

—8—



李兴鹏,男,汉族,198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宛城区

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员。

吴国合,男,汉族,197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卧龙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胡明跃,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恒济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法人。

张 博,男,汉族,198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峡县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吴献贵,男,汉族,197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科科长。

卢国伟,男,汉族,196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兴

盛源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山,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李万军,男,汉族,1949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镇平县

万军农业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史建峰,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委政法委平安创建科科长。

程世平,男,汉族,1974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新野县

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张轶群,男,汉族,198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南召县

白土岗镇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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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

吴春磊,男,汉族,198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宁陵县

人民武装部职工。

彭 涛,男,汉族,1975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市

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专员。

刘 升,男,汉族,1974年1月出生,群众,商丘市儿童

福利院工会副主席。

杨远军,男,汉族,1977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市

农业农村局法规科副科长。

乔力民,男,汉族,197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宁陵县

城关回族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薛 勇,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虞城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职工。

代秀欣,男,汉族,197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永城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孙学武,男,汉族,197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市

污水处理费征稽处处长。

王 鑫,男,汉族,198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军

用饮食供应站职工。

毕俊领,男,汉族,197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

信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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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亮,男,汉族,198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谷麦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张晨阳,男,汉族,198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信阳信

南源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冬冬,男,汉族,199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信阳市

喜宝宝母婴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俊峰,男,汉族,198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泰

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西亮,男,汉族,198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西

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岳 鹏,男,汉族,198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商城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安置和军休服务管理股负责人。

王 利,男,汉族,198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新县景

弘国兰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元森,男,汉族,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光山县

紫水街道党工委委员、和平街党总支书记。

王青刚,男,汉族,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浙江大

信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孔维汉,男,汉族,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信阳市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周口市

韩向东,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群众,项城市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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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少彬,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郸城县

英才高中董事长。

赵金豹,男,汉族,196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金

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槐东,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沈丘县

笑乐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克功,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项城市

华宝皮革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学海,男,汉族,197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周口市

神鹰救援队队长。

何亚峰,男,汉族,197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商水县

水域应急救援队队长。

王高明,男,汉族,198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周口市

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办事处职工。

张宁博,男,汉族,198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扶沟县

公安局副科长。

轩 鹏,男,汉族,197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周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曹改全,男,汉族,1971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鑫

矗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林,男,汉族,197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淮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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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常委。

付拥军,男,汉族,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鹿邑县

真源街道办事处纪工委委员。

驻马店市

曾庆生,男,汉族,197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科长。

张润东,男,汉族,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长。

姚红卫,男,汉族,196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王志勇,男,汉族,197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财政局三级主任科员。

李合成,男,汉族,196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上蔡县分公司经理。

宋文涛,男,汉族,1982年1月出生,群众,确山县同乐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子良,男,汉族,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纪委监委干部监督室副主任。

肖宏伟,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五大队队长。

朱平超,男,汉族,198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新蔡县

新正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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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文辉,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棠

河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保红,男,汉族,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平舆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济源示范区

李卫东,男,汉族,196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济源示

范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李述强,男,汉族,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党委副处长。

朱付林,男,汉族,1966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乡村振兴监测中心主任。

李书仁,男,汉族,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处长。

赵志刚,男,汉族,197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共河

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产业融合发展处处长。

余方舟,男,汉族,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市

睢县烟草局 (分公司)专卖监督管理科副科长。

魏 红,女,汉族,197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档案馆机关党委副书记。

孟军辉,男,汉族,1966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共河

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处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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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怡,女,汉族,197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洛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委书记、站长。

刘 波,男,汉族,197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密码资源中心副主任。

孙士杰,男,汉族,196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财政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侯群华,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级调研员 (驻村第一书记)。

李党恩,男,汉族,198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消防救援站站长。

梁中范,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银

保监局农村银行监管处四级调研员,兼任济源监管组主任。

王 辉,男,汉族,197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 (驻村第一书记)。

郁超杰,男,汉族,198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审计厅秘书处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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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拟表彰对象

(50个)

郑州市

二七区侯寨乡退役军人服务站

郑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五休养所

郑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封市

兰考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通许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洛阳市

宜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洛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平顶山市

国家税务总局郏县税务局

卫东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安阳市

安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鹤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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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新乡市

延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新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新乡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焦作市

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濮阳市

濮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许昌市

长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襄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漯河市

漯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三门峡市

卢氏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南阳市

南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西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宛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商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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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夏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信阳市

浉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税务局

周口市

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

淮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项城市丁集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驻马店市

遂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确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平舆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济源示范区

济源市王屋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人事处 (驻外机构管理处)

河南省荣军医院

河南省人力资和社会保障厅规划财务处

中共河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事业机构编制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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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办公室网络舆情应急处

郑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远程教育学院

河南省公安厅人事处

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军队系统

河南省军区幼儿园

武警三门峡支队政治工作处人力资源股

96606部队人力资源处

32143部队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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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拟表彰对象

(50名)

郑州市

李建伟,男,汉族,196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郑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 建,男,汉族,198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惠济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政务审批科科长。

贾金全,男,汉族,196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二七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开封市

张军超,男,汉族,198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开封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权益科科长、市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负责人。

耿 歌,女,汉族,1973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禹王台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洛阳市

赵占豪,男,汉族,197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洛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科科长。

高保军,男,汉族,196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新安县

—02—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平顶山市

徐建群,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鲁山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 良,男,汉族,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平顶山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安阳市

田丽娜,女,汉族,198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安阳市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李春飞,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安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科长。

鹤壁市

骆春辉,女,汉族,197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鹤壁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军转干部移交安置科 (就业创业科)科长。

新乡市

葛清伟,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获嘉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英志,男,汉族,196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卫辉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 帅,男,汉族,199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原阳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焦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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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民,男,汉族,196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焦作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荆永亮,男,汉族,1977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武陟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濮阳市

刘培宽,男,汉族,197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濮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科长。

许昌市

桑新峰,男,汉族,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禹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朱媛媛,女,汉族,1985年11月出生,群众,许昌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漯河市

解学民,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漯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科长。

三门峡市

倪爱武,女,汉族,196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三门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南阳市

梁龙江,男,汉族,197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子六,男,汉族,197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邓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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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祁非洲,男,汉族,198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南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商丘市

张振红,男,汉族,197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商丘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科长。

卢胜峰,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民权县

绿洲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冯超群,男,汉族,197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睢阳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信阳市

钱 俊,男,汉族,198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固始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股股长。

李玉辉,男,汉族,197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信阳市

委编办事业编制科科长。

熊华星,男,汉族,198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罗山退

役军人事务局安置股股长。

周口市

葛姝博,女,汉族,198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川汇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股股长。

魏春晖,女,汉族,198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商水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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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涛,男,汉族,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周口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驻马店市

李向阳,男,汉族,197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上蔡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胡春花,女,回族,197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阳县

真阳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侯宪芳,男,汉族,197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驻马店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科长。

济源示范区

牛东红,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济源市

五龙口镇党委书记。

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田良善,男,汉族,1966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民政厅人事教育处二级调研员。

傅 新,男,汉族,198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教育厅人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晓光,女,汉族,199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河南省宣传褒扬中心)九级职员。

杨 兵,女,汉族,197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副处长。

王 蕾,女,汉族,198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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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退役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

王 晶,女,汉族,198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人民防空办公室科技与信息化处副处长。

崔继斌,男,汉族,196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铁

路局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武装战备科科长。

张珂鹤,女,汉族,197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人事处二级调研员。

军队系统

魏子龙,男,汉族,198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军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少校营级正职干事。

郭 宁,男,汉族,199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空军开

封场站气象台气象保障室专业技术少校助理工程师。

于明德,男,汉族,199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32709部

队干事。

薛 峰,男,汉族,198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信息工

程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少校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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