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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表彰大会
暨 AI 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源发展变革
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
略，总结交流钢铁企业教育培训工作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促进钢铁行
业教育培训工作创新与发展。探讨数字化时代下的人才转型和培养，
以新发展理念做好钢铁企业各类人才的培训工作，助力钢铁行业高质
量发展。
冶金工业教育资源开发中心、中国钢协职业培训中心将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11 日召开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表彰大会，同期举办 AI 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源发展变革高峰论坛，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教育中心领导致辞；
2.表彰第五届钢铁行业教育培训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发
奖牌和证书；
3.钢协领导讲话；

4.受表彰的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培训工作机构代表作先进经验交
流；
5.受表彰的教育培训工作突出贡献奖个人代表作先进经验交流；
二、论坛内容
1.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姜维: 十四五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源规划指导意见；
2.德勤咨询总监：人力资本趋势分享；
3.原阿里巴巴 B2B 组织与人才发展经理：以数据原生企业视角看传
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储备；
4.国际公益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资委中国企业高管培训发
展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与组织赋
能；
5.四川省大数据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充分发挥人才在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中的动力源作用等嘉宾；
6.参观绿城大学企业文化培训基地及绿城项目。
三、参会人员
各企业、教育培训中心、院校的分管培训及人力资源方面的领导
及相关人员；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
四、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1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30 开始。
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11 日。
会议地点：杭州华辰国际饭店，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 25 号，
0571-87652222。会议不提供接站服务。
五、会议费用
会议费 2600 元（含资料费及论坛费）
。所有参会代表均可参加论坛

及参观。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为了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请参会代表务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前将报名回执表发送至 gtpxw@gtpxw.com 。《通知》及《第五届钢铁行
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表彰大会暨 AI 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源发展变革高峰
论坛报名表》（附件 2）可在 www.gtpxw.com(钢铁培训网)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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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一、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先进单位—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培训工作
机构”名单
1、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人才开发院
2、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人才开发院
3、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二、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先进个人—突出贡献奖”名单
获奖人员姓名 获奖人员所在单位
1、 陶云武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校、管理研修院
2、 孟繁英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刘光明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 段宏韬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人才开发院
5、 曲 涛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6、 李艳萍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 赵海瑞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8、 李 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宣钢分院
9、 杜学华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中心（党校）
10、高梦婷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三、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1、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2、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4、 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5、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6、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9、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1、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12、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13、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14、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
15、北京首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北京首钢园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17、河钢集团衡板公司
1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19、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20、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21、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宣钢分院
22、天津市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
23、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24、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25、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26、酒钢集团公司职工培训中心
27、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8、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9、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0、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31、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2、中国宝武中南钢铁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33、中国宝武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4、中国宝武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教育培训中心
35、中国宝武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36、中国宝武集团宝武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中国宝武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8、中国宝武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0、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2、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
44、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45、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47、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48、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49、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
50、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钢总厂
51、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52、鞍钢集团矿业弓长岭有限公司露采分公司
53、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54、内蒙古铁花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5、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四、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获奖人员姓名 获奖人员所在单位
1. 张振兴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 栗 志
3. 田永纯
4. 宋 魅
5. 王秀娟
6. 赵俊博
7. 初丽丽
8. 孟宪梅
9. 徐善文
10.刘守权
11.钱 伟
12.孙武全
13.张 钧
14.周焱民
15.孟 娜
16.王 彤
17.吴 娟
18.徐 欣
19.蒋明辉
20.张 红
21.孔 辉
22.管浩东
23.郭 晶
24.刘 芳
25.谢 巍
26.薛社康
27.张红梅
28.周剑波
29.王 劲
30.王明江
31.路满兄
32.张 华
33.戴 欣
34.温振清
35.张江华
36.赵 震
37.刘彦雷
38.任艳琳
39.冯 倩
40.马立君

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
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工业大学冶金工程学院
陕钢集团韩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陕钢集团产业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人才开发院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
北京首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园区服务公司
河钢集团衡板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41.王 铮
42.常 勇
43.曹修程
44.徐 红
45.李海龙
46.矫 涛
47.刘 萍
48.亓 婷
49.秦 娜
50.张 振
51.刘 宁
52.门志刚
53.王东卫
54.李 蛟
55.王国朋
56.王勇卜
57.曹有生
58.姜佳岑
59.刘月军
60.申建新
61.杨 潇
62.于晓东
63.陈汉章
64.林 滨
65.臧 宇
66.毕丽娟
67.尹海霞
68.岳敏秀
69.廖亚初
70.董 良
71.马淑娟
72.石 明
73.马 元
74.毛 琳
75.牛同政
76.周元媛
77.郭长宝
78.程 龙
79.唐 林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宣钢分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宣钢分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宣钢分院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中南钢铁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80.李广超 中国宝武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1.陈 煜 中国宝武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82.华 芳 中国宝武宝钢资源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83.张 君 中国宝武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84.黄亚男 中国宝武上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邢宋婷 中国宝武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王梦佳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87.李抒潼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88.鄢鹏鹏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9.龚 羽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90.尹洪源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校、管理研修院
91.刘连叁 中国宝武集团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2.李 盛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93.卢玉梅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4.杨红心 攀钢股份公司攀枝花钒制品厂
95.赵 旻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96.杨宏飞 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97.姚芷芳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98.张卫国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99.李思聪 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
100. 杜 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101. 刘汇波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2. 索宇宏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 王旭东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4. 赵喜胜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 黄益斌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106. 王旭东 内蒙古工业大学电力学院
107. 邓有明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08. 黄 锋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09. 于 洋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10. 张 多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11. 周恩会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12. 王兆春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113. 刘 俊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14. 张丹丹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15. 钟 儡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16. 李太旭 鞍钢集团教育培训中心（党校）
117. 姚新民 鞍钢集团教育培训中心（党校）
118. 崔建武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9.
120.
121.
122.

郭丽荣
刘丽媛
王继祥
张印洲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2：
1、萧山机场：乘坐机场大巴
在机场一楼民航巴士售票处上车(票价 20 元/人), 到“平海路”站下车，往
西面步行 50 米的对面即到，全程约 50 分钟。
2、杭州站【火车站】 乘坐地铁
杭州站（火车站）出站口直行下地铁 1 号线往文泽路/临平方向，至“龙翔
桥站”下 D2 出口(平海路方向).向东步行约 150 米过綄纱路即到，全程约 15 分
钟。
3、杭州东站 乘坐地铁
杭州东站到地下 2 楼乘坐地铁 1 号线往湘湖方向，至“龙翔桥站”下 D2 出
口(平海路方向).向东步行 150 米过綄纱路即达，全程约 25 分钟。
4、杭宁高速（南兜庄）出口来酒店
出收费站后往市区方向一直开,上塘高架直行到“庆春路”出口下,再直行至
平海路口右转，再直行 100 米即达，全程约 30 分钟。
5、沪杭甬高速（彭埠）出口来酒店
出收费站后沿艮山东路往“西湖风景区”方向直行，到环城北路与中山北路
交叉口左转，再直行到中山北路与平海路交叉口右转前行 50 米即达，全程大约
30 分钟。

附件 3：
第五届钢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表彰大会暨 AI 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源发展变革高峰论坛报名表
单 位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性别

手 机

住宿信息

是否参观

财务开具发票回执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电话（注意填写区
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其他开票要求：单开或合开发票

填报人姓名：

电话：

注：1.房间价格 420 元/间。请填住宿信息：拼房，大床。
2.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请提前说明。
3.若参会代表超过一人，请注明发票单开或合开。
4.请填表的领导向贵单位财务人员仔细核对开票内容，确保所提供信息准确无误，若有其他开票要求请提前说明，无特殊情况，发票不
予更换，谢谢配合。
5.请参会代表务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发送至 gtpxw@gtpxw.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