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２０１９最美公交司机名单

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１ 丁建民 广东省广州公交集团第三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２ 王付先 湖北省十堰市城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３ 王伟国 湖南省长沙众旺公交有限责任公司

４ 王传虎 山东省威海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 王国成 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６ 王　京 吉林省长春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 王宝焕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８ 王官忠 四川省成都公交集团运兴巴士有限公司

９ 王　艳 山东省青岛公交集团隧道巴士有限公司

１０ 王　振 辽宁省沈阳丰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１１ 王晓燕 陕西省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王海军 湖南省衡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云海珍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１４ 方　进 上海巴士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５ 邓兴岗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叶　明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１７ 申学洙 吉林省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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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１８ 田莎莎 河北省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１９ 白黎明 河南省开封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２０ 冯汉飞 湖北公路客运集团天门汉羽公交有限公司

２１ 冯　冰 山西省大同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冯推波 海南省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宁　飞 湖北省荆门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 亚合甫斯地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东畅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达　瓦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城市公交公司

２６ 朱　红 四川省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 朱　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 乔志霞 山西省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９ 乔晓峰 江苏省连云港市公交集团

３０ 刘志勋 吉林省四平市公共汽车公司

３１ 刘宝中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刘　胤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四分公司

３３ 刘家迪 湖北省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３４ 刘彩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３５ 刘惠俊 甘肃省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 宇华宁 青海省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 孙黎平 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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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３８ 纪玥铃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９ 严　彧 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

４０ 苏海清 河南省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４１ 李小英 江西长运新余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４２ 李　琦 山东省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４３ 李福斌 湖北省武汉公交集团第三营运公司

４４ 杨苗苗 安徽省蚌埠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 杨彦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４６ 吴明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 吴晓红 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 邱仲国 四川省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 宋　来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共汽车公司

５０ 张　飞 安徽省亳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张　华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５２ 张志国 吉林省吉林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 张美玲 天津市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５４ 张继红 广东省佛山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５５ 张慧娟 浙江省嘉兴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５６ 陈　林 天津巴士实业有限公司

５７ 陈双红 甘肃省天水羲通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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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５８ 陈　松 山东省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５９ 陈　艳 四川省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陈霞娜 浙江省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６１
努尔沙哈提

加尼木汗
新疆昌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 邵坚林 江苏省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 尚建伟 陕西省铜川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 金　晨 江苏省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６５ 周安娜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 周耀华　 江西省上饶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 郑小丽 贵州省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 孟大鹏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９ 赵玉民 河南省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 胡玉充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１ 胡明华 福建省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 胡春华 浙江省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胡雪根 浙江省金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钟声飞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７５ 桂艳华 湖南省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 夏　力 安徽省合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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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７７ 夏梅红 浙江省舟山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 柴晓军 山西省长治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７９ 徐　欣 河南省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郭　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１ 郭　英 湖南省株洲公交巴士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 唐小琳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３ 唐坤明 四川省遂宁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４ 黄久超 江苏省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５ 黄伟强 广东省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 曹保森 陕西省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８７ 常洪霞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８ 崔朝才 河南省安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 康宏伟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９０ 梁裕康 广东省广州公交集团电车有限公司

９１ 琼　拉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

９２ 蒋超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３ 曾海琪 海南省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９４ 谢笑玲 广东省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 褚　洋 江苏省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 廖　莎 贵州省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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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９７ 熊会萍 湖北省襄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８ 樊晓斌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９９ 薛再华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穆鸿强 黑龙江省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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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９十大最美公交司机名单

序号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１ 达　瓦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城市公交公司

２ 朱　红 四川省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孙黎平 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公司

４ 李福斌 湖北省武汉公交集团第三营运公司

５ 张　华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６ 徐　欣 河南省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７ 常洪霞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曾海琪 海南省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９ 谢笑玲 广东省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樊晓斌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注: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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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最美公交司机推选宣传活动

组织贡献单位名单

序号 单 位 名 称

１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２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３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４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５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６ 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７ 广东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８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

９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１０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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