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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18〕128号

关于表彰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为大力推动公路交通行业两个文明建设，弘扬全国高速

公路系统女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示新时

期高速公路女职工的形象和风采，激发基层管理队伍活力，

提升行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公路学会在成功举办四届

“最美中国路姐”评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第五届“最美中

国路姐”评选活动。

经过各省级（含计划单列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及

省级公路学会等行业组织的集体推荐、微信投票、专家评审，

并向社会公示，中国公路学会审核批准，决定授予马欢等 40

名同志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荣誉称号，授予北京市首都

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八达岭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田迎技

师创新工作室等 30 个团队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团队”荣

誉称号；授予马和玲等 30 名同志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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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授予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定州收费站巾

帼文明女子示范班等 30 个团队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团队”

入围奖；授予天津市高速公路管理处等 20 家单位“优秀组

织奖”。

此次获奖的“最美中国路姐”“最美中国路姐团队”是

我国高速公路行业女职工的杰出代表，符合心灵美、语言美、

形象美、气质美等要求，代表了我国高速公路职工的最美气

质和最佳形象，她们用良好形象和优质服务，为公路交通事

业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团队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为我国高速公路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全国高速公路行业个人

和单位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团队和个人为榜样，掀起学先进、

赶先进的热潮，进一步推动我国高速公路行业两个文明建设，

持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助力交通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附件：

1.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名单

2.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团队”名单

3.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入围奖名单

4.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团队”入围奖名单

5.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中国公路学会

2018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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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欢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徐宿管理处新沂服务

区餐饮部领班

王月清 江西省高速集团吉安管理中心井冈山收费所井冈

山收费站站长

王 芳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分

公司蒙宁界收费所收费班长

王 丽 云南交投集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保山管理处芒市

收费站站长

王丽丽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大庆高速公路管理处庆

东收费站副站长

王梦梦 中铁建山东济徐高速公路济鱼有限公司机场收费

站收费员

方秋子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沈高速公路

分公司机场南线收费所收费员

田 瑾 青海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局东倾沟收费站收费员

刘宇婷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罗宁公司宁德南征

管所收费员

刘保玮 江苏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盐城开发区收费

站收费员

刘晓文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日照机场

收费站收费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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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倩菲 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平顶山收费

站收费员

李红梅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湘西管理处吉首

北收费站收费员

李 玲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宝鸡分公司凤翔管

理所凤翔收费站收费员

李 英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成渝分公司成都收费站收费员

李杨梅 宁夏公路管理局石嘴山分局养护科副科长

李洁心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泸州管

理处泸州收费站副班长

李 莉 天津京津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高村收费站收费班长

李雯妍 山西中交翼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侯马北收费站站长

李雅峥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盘锦分公

司盘锦收费站站长

杨秀萍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广州快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机

场收费站收费员

何 瓒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安绕城分公司西高新

收费站收费员

余 玲 广西北部湾恒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那马服务区负

责人

汪令霞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安公路管理处怀

宁收费站收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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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思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随岳高速公路管理处随县管理

所副所长

张 静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河池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

丹分公司桂黔六寨收费站副站长

阿依娜希·哈不力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昌吉

公路管理局五彩湾收费站收费员

陈桂华 中交资管重庆区域管理总部永江管理中心松溉收

费站收费班长

陈静文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内遂高速运营

中心安岳收费站收费员

林晓梅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温州南收费站

收费员

林 楠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武都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

收费班长

郑雨诗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安顺营运管理中心安

顺南收费站副站长

胡莹莹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伊通管理分局朝阳山收费

站三级站长

费玉凤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大云收费中心

所收费员

贾莎莎 河北省高速公路青银管理处南宫养护工区养护员

郭秀莉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养护站站长

唐丽菲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长沙收费站收

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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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小兵 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藁城养护工区桥

梁工程师

曾爱玲 广东省交通集团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京珠高

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珠海收费站收费员

谭 琛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

宝鸡北服务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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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团队”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八达岭高速公路管

理分公司田迎技师创新工作室

天津京津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高村收费站“李莉”最美服

务班组

河北省高速公路张承张家口管理处崇礼南收费站“雪绒

花”冬奥微笑服务团队

山西中交翼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侯马北收费站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

公司呼和浩特东收费所“草原芳华”收费队

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公司陕

坝通行费收费所“追梦青春”女子收费班组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络媒体出行

信息服务班组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江苏省宁连公路灌南南

收费站张静班组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管理所“七彩韵”

团队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萧县管理处皖豫收费

站“玫瑰香”温馨服务团队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福州管理分公司福州信

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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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春管理中心

袁州收费站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临分公司“铿锵玫瑰”女

子收费中队

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安林运营管理处

豫晋界收费站豫晋之窗·太行之华

中交资管湖北区域管理总部通城收费站彩虹班组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岳阳管理处华容北收

费站监控班

广东省交通集团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粤赣分公司

平南管理站“铿锵玫瑰”团队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广州快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机场高

速公路“机场收费站”团队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崇左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友分

公司凭祥收费站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河池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丹分

公司桂黔六寨收费站“三姐”班组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铁建·红旗班

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温邛高速文家收费管理

站温江北收费站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成渝分公司内江管理处内江收费站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路桥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内威荣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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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收费站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遵义营运管理中心遵义收

费站“红城之花”团队

云南交投集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东管理处昆明北

收费站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禹公司富平管理所富

平收费站“柿子红”团队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清嘉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金胡

杨”服务团队

青海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局海东主线收费站

宁夏公路管理局中卫分局中卫收费站丝路快车道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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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入围奖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和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吐鲁番公路管理局

鄯善分局养护工

叶玉炼 湖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区经理

叶海燕 贵州金关公路有限公司金华收费站收费员

白金梅 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兴安分公司省

际通道白音胡硕通行费收费所收费班长

刘洁云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昌东管理中

心南昌南收费所南昌南收费站副站长

刘 静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界石

管理中心副主任

江静红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速运营发展有

限公司客服员

孙秀丽 浙江嘉通高速管理有限公司杭浦高速浙沪主线所

浙沪南主线收费所收费员

孙益娜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穿好分公司穿山

港区收费站收费员

李 慧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 S12滨德高

速德州北收费站收费班长

杨 香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

江口收费站收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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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惠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丽攀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瓜子坪

收费站收费员

吴思诺 重庆沪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G50s 南岸收费站收费

班长

汪于丁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毕节营运管理中心百

里杜鹃收费站专职班长

张泽会 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辽分公司通

辽南通行费收费所副所长

张 倩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仙居管理中心

所内训师

陈映纯 佛山广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更合东收费站收费班长

泮颖颖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嘉湖杭分公司雷

甸收费中心所收费员

赵心怡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渭分公司临潼管

理所兵马俑收费站收费班长

赵兰香 云南交投集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大理管理处大理

监控分中心副主任

胡玲琳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屯溪管理所

屯溪南站收费员

胡思敏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

江口收费站收费员

姚永利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宜泸

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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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依汉古丽·阿卜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和田公

路管理局皮山收费站党务负责人

夏莉君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广甘

管理处青川收费站治超班班长

柴 芳 天津天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津围收费站收费班长

黄 莹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沿海高速公路分公

司南宁南收费站收费班长

董秀梅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铁岭分公

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

蔡世慧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南高速公路分公

司运城西收费站收费班长

潘瑞梅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柳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桂

林分公司桂湘收费站收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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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团队”入围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定州收费站巾帼文明

女子示范班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忻州南高速公路分公司顿

村收费站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延吉管理分局延吉公园路收费

站“金达莱”团队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大庆高速公路管理处监控信

息中心

浙江省嘉兴市嘉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南湖收费站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苏浙皖分公司浙苏收

费中心所“三朵云”班组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湾大桥南接线慈

溪收费站巾帼向阳花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路空驿

站”服务团队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屯溪管理所“徽姑

娘”班组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赣州管理中心

赣州西收费所客家班组

青岛市高速公路管理处机场路分处信息分中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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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武黄高速公路管理处信息监控中心

监控班

湖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公众出行服务中心话务

四班

广东省交通集团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广珠西

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小蜜蜂”班组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广州珠江黄埔大桥建设有限公司广

州珠江黄埔大桥监控应急中心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速运营发展有限公

司荷坳收费站 D 班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柳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桂林分

公司桂湘收费站“千万团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中心电话客户

服务中心“最美声音”服务团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G65巴南收

费站

重庆渝邻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G65 渝北收费站

中电建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渝蓉高速运营管理

部乐至收费站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四川川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绕东管理处天府收费站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江口

收费站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宝分公司三桥管理所

咸阳收费站“丝路鸿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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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靖王分公司王圈梁收费站怡

心三班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康临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俏花

儿”优质服务班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奎屯公路管理局奎屯收

费站

中交资管重庆区域管理总部永江管理中心松溉收费站

中铁建（山东）德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听得见的微笑”

德商高速监控中心

广西桂梧高速公路桂阳段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阳朔高田

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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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五届“最美中国路姐”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天津市高速公路管理处

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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