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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总 工 会
中共江苏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全省“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

主题活动获奖情况通报

各设区市总工会、网信办，省各产业（厅、局、企业）工会：

2021 年 3 月-12 月，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网信办统一部

署，省总工会和省委网信办联合开展了“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

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在全省广大职工中征集优秀作品。全

省各级工会积极响应和认真组织，广大职工群众踊跃参与，活

动共收到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载体新颖、特色突出的各类作

品 11027 件。系列活动连续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载，优

秀成果得到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报道和展播，系列宣传总阅

读量突破千万人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影响力、传播力

不断扩大。

按照活动安排，经专家评审和网上展示，主题活动累计收

到投票275613票，评出各类优秀作品207个，同时根据各单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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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展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10个。为表彰先进，现将评选结

果通报如下（详见附件）。

附件：2021全省“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

活动获奖名单

江苏省总工会 中共江苏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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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南京市总工会

常州市总工会

连云港市总工会

淮安市总工会

江阴市总工会

张家港市总工会

阜宁县总工会

句容市总工会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徐州分公司

宿迁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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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歌新时代 点燃拼搏心”活动获奖名单

获奖名次 选手姓名 选送单位

“十佳职工歌手”

金奖
庞思远、陶俊兴 苏州市总工会

“十佳职工歌手”

银奖

王茜 徐州市总工会

谢金航 南京市总工会

“十佳职工歌手”

铜奖

杨思慧 马鞍山市总工会

吴玥玮 扬州市总工会

蔺锋 南京市总工会

晏朝阳 南京市总工会

刘琛 泰州市总工会

周姝 镇江市总工会

薛嫣 常州市总工会

最具人气奖 张怡 南京市总工会

最佳舞台奖 傅智晔 南京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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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正能量微视频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获奖

名次
作品名称 作者 报送单位

一等奖

平凡的荣耀 经书楷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宁马收费站

以前行之名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

成为劳模 无锡市总工会 无锡市总工会

执守 戴中璧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会

柔肩挑重担 巾帼护安全 孙珺 国网常州供电公司

乡村点灯人 赵爱兵 丁桃红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

王树科：当好制糖“老黄牛”

创造人生“甜蜜的事业”
淮安市总工会 淮安市总工会

爱心安全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

箱（启东）有限公司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

（启东）有限公司

水乡船匠 苏州市总工会 苏州市总工会

我是党员我先上 张军华 东台市融媒体中心

二等奖

“疫”战到底，同心前行
淮安市淮安区

消防大队
淮安市淮安区消防大队

大爱希声 翟静 刘鸣昕 淮安市烟草专卖局

心手相“连” 王姗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今创技能放光彩 庄旦 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孩子眼中的防疫温度 许玲玲 泰州市姜堰区融媒体中心

快来看！供电职工戏精附体 丁玲 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

他们是谁？ 无锡市总工会 无锡市总工会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无锡市总工会 无锡市总工会

“践初心，葆本色”

听王官集镇老党员说我们党
李九凌 蔡婷 宿迁市宿城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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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追梦人共谱千年恋
项王故里景区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项王故里景区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我是谁？
宿迁市洋河

消防救援站
宿迁市洋河消防救援站

起重机投篮 王小龙
徐工集团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古稀老人葫芦上

绘制百年党史
姚子燕 东台市融媒体中心

古镇匠心 陈秀珍
扬州市宝应县

射阳湖镇中心幼儿园

“善”是什么？ 孙健 淮安市淮安区范集镇人民政府

金牌焊匠 苏州市总工会 苏州市总工会

初心引领 匠心传承
张家港高新区

（塘桥镇）总工会
张家港高新区（塘桥镇）总工会

致敬平凡伟大的劳动者 苏州高新区总工会 苏州高新区总工会

寻访红色人物感悟光辉历程 陈佳慧 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

致敬无畏的英雄
盐南高新区

融媒体中心
盐南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三等奖

白衣天使的日常 刘京 淮安市淮安区石塘镇总工会

于勤海：筑路架桥为人民

优质服务争一流
淮安市总工会 淮安市总工会

百年辉煌 我心向党 沈炘 南化公司储运部

追忆百年 童心绘梦 张可 南京市总工会

走近核检志愿者们 孙圳 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幼儿园

致匠心
中共海安市委组织

部 海安市总工会
海安市总工会

就地过年是为了

来年更好的团聚
陈珊珊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用创作传递暖流 丁玲 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

看工匠学工匠 无锡市总工会 无锡市总工会

质量 100% 李杰 章静 徐州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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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风采 张志勇 盐城市大丰区总工会

守护安宁 陈志杰
扬州市宝应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不一样的美
常州市御马精密冲

压件有限公司

常州市御马精密冲压件

有限公司

方言话防疫 刘莹莹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街道

南通市劳模乐荣庆 夏徐琴 海安市曲塘镇政府

奋斗下的青春 张添圆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二分公司

计划疫苗一个不能少 王进 泰州市姜堰区白米镇总工会

奔腾吧中国！ 葛雪嫒 江苏省人民医院

多边薄型异种钢工件

组装和焊接
翁佳斌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困难职工入户走访 颜榕 淮安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警徽闪耀 舞动青春
南京市公安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我是追梦人
南京高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疫情防控 我们在坚守 吕秀芹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总工会

劳模力量 无锡市总工会 无锡市总工会

百年奋斗征程路

红色领航铸诚信
姜静晶 中国人民银行宜兴市支行

黄土地上的种粮情结 丁华明 江苏欢腾农业有限公司

扫净征途不染尘 戚善任 泗洪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我是谁？
宿迁市沭阳县

苏州路消防救援站

宿迁市沭阳县

苏州路消防救援站

职工心向党 讴歌新时代 王振轩 镇江市润州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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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是我们不停下的脚步 陆娟 江苏省肿瘤医院

工会助学

成就农家女成长成才梦
黄德全 泰州市总工会

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

用不平凡的担当践行使命

江苏省洪泽湖渔业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洪泽湖渔业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优秀

作品奖

乐龄太仓 邵婷洁
太仓市退休人员

社会化服务管理中心

清明祭英烈 追寻红色记忆 王振中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长鸣金钟罩 费耀耀 江阴欧之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最美笑容 南京市总工会 南京市总工会

宁聚力，同战疫 于立志 江苏省肿瘤医院

不放弃 陆娟 江苏省肿瘤医院

小萌娃点赞“美容师” 陈春香 宝应县射阳湖镇教育工会

风“豫”同“州” 中建一局

一公司“豫”你在一起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

建筑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

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让世界充满爱 金音恬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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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获奖

名次
作品名称 作者 报送单位

一等奖

依依不舍 邵世红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港中学

建设中的沿江城铁 岳勇 江苏省特检院常州分院

顶风冒雨 陈建新 扬州市景区平山实验学校

陪练 郑文才 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美丽的心灵-中山陵 李阳东 南京市总工会

秋晨工作者 刘帅 宿迁市总工会

出嫁 郭孝琴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

春风村村民委员会

疫“路坚守 徐萍 盐城市大丰区总工会

夜行者 张琦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二分公司

向阳人民绣党旗 郭庆海 徐州市总工会

二等奖

空中芭蕾 陈华 常州市总工会

众志成城 方南屏 常州市总工会

逐梦 张丙涛 扬州市总工会

水韵 吴海波 宝应县泾河镇黄浦小学

赶海人 孙静 连云港昌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长在红旗下 章雁冰 常熟市实验小学

杏林丽影 刘成 徐州电厂

工匠 吴利群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 55 研究所工会

高温下的坚守 徐劲柏 南通市总工会

红霞映满天 唐良树 镇江市总工会

百变社工护家园 贾军松 无锡市总工会

赴汤蹈火
苏州路

消防救援站

宿迁市沭阳县

苏州路消防救援站

伤痕 梅存锁 泰州供电公司

城市窨井卫士 陈其龙 滨海县总工会

同心圆 孙利 涟水大禹电动车配件商行

三等奖 五星皆为信仰 段绪雯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

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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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劳作在盐池 胡超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

台北投资有限公司

日出而作 尹细根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新生 史伟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知识窗口 王杰 扬州市广陵区总工会

“剑胆琴心，龙骧虎视” 朱源清 常州市公安局

最美职工书屋 徐翔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电力人 杨红 栖霞区总工会

高空战士 徐朦欢 江苏省虞山船闸管理处

抢答 张开放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

“孩子不怕！ 孙建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刺骨风雪夜，坚守暖人心 朱容宇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总工会

守卫者防疫警察 黄一清 无锡市公安局

公交“医生” 郭晨光
昆山交通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赛场沸腾 耿云峰 南通市总工会

采茶季 朱智辉 江苏省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漆彩人生 范玉磊 徐州水清摄影工作室

范乐新 华沙 南京市摄影协会

登高感恩 诸培培 镇江市总工会

工地剪影 朱波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宿城分局

愚公移山 张鸿飞 贾汪区总工会

风雪战疫人 曹晓飞 丰县总工会

童心向党，薪火相传 侯育永 淮安市纪家楼小学

先锋救援 陈月斌 海安市公安局

蓝色的梦 王拥军
江苏省盐城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织出好生活 马海峰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宿城分局

传承技艺，放飞梦想 张松年 南通市总工会

苦练 童雪倩 镇江市总工会

农民工 任明皑 镇江市总工会

雨后复工忙 裴成 宿迁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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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惠服务优秀平台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互联网+普惠服务优秀平台

作品名称 单 位

宿迁市数字化工会服务一张网平台 宿迁市总工会

连云港市“连工惠”职工网络服务平台 连云港市总工会

苏州市总工会“互联网+工会普惠平台” 苏州市总工会

镇江市“镇工惠”职工网络服务平台 镇江市总工会

徐工重型“智慧工会”服务平台 徐州市总工会

泰州职工之家微信公众号 泰州市总工会

徐州市“智慧工会”网上平台 徐州市总工会

无锡市总工会工会福利平台 无锡市总工会

盐城市总工会智慧工会平台 盐城市总工会

常州市总工会"智慧工会"网络服务体系项目 常州市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