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名单
（共计 95 人）

北京市

王洪玲（女）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一级演员

张晓静 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姚官岭村村民委

员会支部书记、村主任

谢小林 东海旅业（北京）有限公司康得思酒店

保安部经理

王顺利 太平洋海底世界博览馆有限公司安卫部

员工

杨 劲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援

藏服务团队、京伦饭店中级面点师

侯四清 北京市北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总厨

山西省

张晓旭（女） 山西荣时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级导

游员

董振江 长治市假日欢乐大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辽宁省

于 伟（女） 大连话剧团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一级演



员

张 诚 辽宁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

总监、工程师

刘 斌 盘锦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吉林省

朱彦峰 吉林市歌舞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

剧、一级编剧

黑龙江省

林长征 佳木斯市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二

级演奏员

上海市

陈安达 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文化产业部部长

胡环中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 辉 华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决策

委员会主任

吴玲青（女） 上海市沪北电影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陆春凤（女） 上海瑞金宾馆有限公司中点厨师长、高级



技师

江苏省

施夏明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级演员

刘承林 如东承林红木艺术精品雕刻工作室艺术

总监、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张 怡 江苏常州市滑稽剧团一级演员

燕 凌（女） 徐州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一级演员

浙江省

丰 华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

莫明娣（女） 杭州花家山庄总经理

李 晶（女） 浙江达人旅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总监、

高级导游员

厉苏芳（女） 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庄李冰 嘉兴市南湖名胜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玮哲 丽水市莲都区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李招蓉（女） 温岭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

金怡宏（女） 浙江年年红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江西省



曾少雄 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周文珍（女） 江西伯爵文山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

左香云 吉安市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党支部副

书记，神山村旅游协会会长

山东省

王玉珏（女） 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卞成飞（女） 山东省金昇工艺品有限公司监事

张晓国 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王桂丽（女）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碧波大酒店餐厅服

务班班长

侯劲松 济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河南省

史丽华（女） 洛阳龙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智慧旅游办

公室主任

匡三傲 济源市五龙口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猕猴保

护管理员

湖北省

谷 音（女） 武汉学知悟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

师资部经理、高级导游员



何敬国 随州花鼓艺术剧院院长

覃俊东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综合文化站站长、

馆员

左世芳（女） 洪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湾酒店房务

部、餐饮部负责人

徐小燕（女） 湖北中青文旅康养发展有限公司导游组组

长、中级导游员

杨飞虎 湖北万达新航线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接待中心总经理、高级导游员

湖南省

江再红（女） 长沙市湘绣研究所总工艺师、高级工艺美

术师

石寿贵（苗族）湘西苗族古歌传习所非遗传承人

邹婷婷（女） 常德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导游

员

滕召华 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正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工程师

李杨泉（女） 郴州市旅游民宿协会会长

广东省

黎向阳 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一级

演员

金逸民 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总经理



吴 炜 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董

事长、经济师

符小密（女） 仁化县艺术家客栈经营者

朱慧慧（女） 广东愉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级导游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

唐瑞鸿 北海银滩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救生队队长

蒋剑锋 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歌舞剧院副

院长、一级编导

汪 明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高级导游员

蒋垂立 大新明仕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明仕山庄餐

饮部经理

海南省

周 浩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重庆市

陈 涛 重庆杂技艺术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一级导演

高庆迁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船长、一类船长

吴纯清 重庆市龙凤工艺品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高级工艺美术师

田 涛 丰都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

长

焦 健 重庆公运渝快行商旅服务有限公司市场

营销总监、中级导游员

四川省

刘 宁 乐山大佛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罗海斌 自贡市杂技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二级演员

贵州省

卢钰炫（女） 贵州魔法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云南省

斯那定珠（藏族） 云南文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 勇 建水文庙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游览部主管

杨 菊（女） 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有限公司五级演员

陈光伟 云南世界恐龙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

郭建勤（普米族） 云南民族村有限责任公司文化展示部



领班

钱世明（彝族）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

中心副经理

陈才文（彝族）普洱太阳河乐园有限公司景区管理部经

理

王化新 丽江东巴谷生态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陕西省

邓有财 柞水终南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部

部长

杨 兰（女） 宝鸡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院长、一级编

导

任 勇 陕西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艺

术总监、一级演员

赵月望（女）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杜元敏 陕西华山风景名胜区客运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马 静（女，回族） 安康汉水文化演艺中心三级演员

青海省

东 林（藏族）青海海滨藏城生态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 平 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杨海春 互助县土族纳顿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部主任

斗本才让（藏族） 同德县宗之源陶器传统文化有限责

任公司陶瓷设计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

焦建鹏 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党支部副书记

袁 园（女） 宁夏志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宁

夏葡萄酒旅游协会副秘书长

王宏伟 宁夏冠一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员

刘卫华 港中旅（宁夏）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责

任公司导游演艺部主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秦 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导游协会高级导游员

云 霞（女） 新疆华夏典藏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级导游员

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单位

沈 晨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创作中心主

任

徐万佳 中国旅游报社融媒体中心主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