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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业健康达人”Show 短视频征集活动

优秀作品名单

一等作品（10 部）
作品名称 主创单位（人员）

被偷走的那几秒 中水电四局武汉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关注职业健康 守护生命安全 大唐观音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让生活不留遗憾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金心然、郭

知睿、唐荷、张少华）

久坐真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抚顺分公司委员会

如何预防颗粒物吸入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王涛、朱娅

娅、张少华、唐荷）

防范煤气噪声危害，增强职业健

康意识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能源动力厂

梦 天津市总工会（李琳）

拼搏不拼命，预防职业病——如

果器官会说话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苗冬青、何晅、李洁茹）

我是医生就要游刃有“鱼” 北京医院（修霞）

践行危害防治理念 守护职工职

业健康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宝峰公司九龙矿

（李献书、马瑞芹）

二等作品（20 部）
作品名称 主创单位（人员）

职业健康 sayhihi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职业健康歌 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曾保森、王景波、

刘洁、刘银波、孙劲松、包卫华）

老刘变脸 山钢日照公司（夏忠、石妍、杨位钦、张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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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工人的健康歌 河南中烟许昌卷烟厂（杨燕华、王会霞、

徐鹏雨、李文康、贺艳奇）

快乐星球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张海业）

烦人的阳工长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王博

伟、阳安伟、王翼飞、刘博、刘保华）

我的同事张三 无锡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王文文、高伟尧、

李杨、萧正东）

职业病防治 绝非是小事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魏钰婷）

守护健康 与我同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刘寅）

共建健康企业 争做健康达人 江苏扬子江港务有限公司（王思珍）

奔跑吧 党校人 国网四川党校工会

声音与生活 徐州市卫生监督所（李羿丞、冯松、夏静、

经鹤、司璐、张红光）

说“颈椎”——科学护佑颈椎健康 巴中市巴州区总工会（谯智泉、刘艳萍）

预防职业病快板 show 云南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蜕变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健康工作，快乐生活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刘丽娜）

教好书育好人做职业健康达人 河北北戴河中学（陶兰）

播种健康，从一个人的梦想成为

一群人的日常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海燕）

每一天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卫健委

没问题 云南南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周俊杰、郑煜）

三等作品（30 部）
作品名称 主创单位（人员）

职业健康，“虞”你同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职业健康达人——医务人员 重庆市沙坪坝区妇幼保健院

守护光明 守护健康 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翟永强、张

晓蕾、黄敬军、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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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职业健康 争做健康达人 中国移动新乡分公司

爱自己，不止十二时辰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职业健康达人——铁路篇 榆次站客运车间（高晋）

职业健康 做更好自己——外沙

湖项目部在行动

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劳逸结合 快乐工作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刘鹤楠、郭晶晶）

关注职业健康 让我们共同努力 北京市朝阳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赵松利）

职业健康你我他 吉林省辽源市总工会（王晓宇）

最炫安全风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孔

繁龙、商歌）

健康采油气，我 Show我出彩！ 中原油田（韩伟利、袁文欣、卢秀丽、高李义）

褪变——李纯素篇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我是煤矿职业健康督查员 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张平、陈超）

地铁职业健康达人 show 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电厂人的自我“修养” 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谷志鹏、张

瑞兵、张晓蕾、黄敬军）

健康生活从职业危害预防开始 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邱志杰、李

迅、张晓蕾、黄敬军）

职业健康达人 Show（采访录）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

健康工会人 苏州市工人文化宫

噪声危害 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李绍辉）

预防高温工作隐患，共筑健康幸

福生活

河南中烟安阳卷烟厂（殷军生、蔡润泽、

史绪浩）

关爱白领职业健康——脖颈篇 四川省成南达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关注职业健康，共享健康生活 天津市宝坻区疾控中心（李娜、刘春长、郭硕）

关爱职工、关注健康，职业健康、

你我同行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刘凯军、李想、

姬晨阳、桂新飞、王森森、王端阳、刘祎、

牛占祥）

以防护铸盾·为健康护航 天津陈塘热电有限公司（王瑜）

预防职业危害 守护生命健康 我

们在行动

大港油田公司（何金凤、王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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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知识快问快答 海洋采油厂海三联（吴蔚、夏亮、孟颖、许亮）

职业健康三句半 海洋采油厂海四采油管理区（赵雪涛、张

灿、康秀亭、伊兵）

“鼠标手的痛”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培训中心（余睿）

职业健康 从我做起 天津市河东区住建委（张雅洁）

优秀作品（59 部）
作品名称 主创单位（人员）

职业健康达人 pk战 天津市北辰区（梁君、王春意、李家瑞、

穆嘉仪）

为健康加油 河北福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韩炳刚）

共创和谐金河 共享职业健康 朝阳金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健康达人在身边 中铁建大桥局六公司（张树瑞）

职业健康达人三句半 中石化新乡石油分公司

践行健康理念，推动绿色生产 山西省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是人生第一笔财富 河北众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爱工作 爱生活 古县农商银行工会（张翠秀、孙盼、李东琳）

爱生活，爱健康，爱地铁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黄毓绯、朱

澄、李蒋怡）

职业健康达人，制丝在行动 河南中烟安阳卷烟厂（孟瑾、朱丹、钱亚

红、单德森、齐嘉、杨紫烨、许姝雅）

从运动开始 四川中烟什邡卷烟厂融媒体工作室

健康一起来 中国邮政集团工会青海省委员会

维护职工健康 做有温度的企业 云南曲靖呈钢集团

健康知识小剧场 西宁城市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守护健康 医路有我 华东疗养院工会（沈立）

电焊工的健康防护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张亚军、赵文涛）

健康工作，快乐生活 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

关注职业健康 从我做起 平煤股份朝川矿（武向阳、张跃辉、李东、

张晓康、焦联伟、徐梦飞、李新杰）

拒绝躺平 争做职业健康达人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培训中心（柯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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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中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杨潍成、康艳芝）

马头热电职业健康科普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分公司（苏杭）

预防职业病和健康说hi～hi～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

《向快乐出发》工间操 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

分公司洛栾监控中心

关注职业生活 健康你我同行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培训中心（张天智）

始于心，践于行 西宁发电分公司燃料质检部

做好个人防护 预防职业危害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

工程 5标项目经理部

健康体魄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文化宣传部

职业健康达人唐友春 重庆湘渝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

职业健康达人陈师 渝成制鞋产业园

关爱办公室职工健康 食品集团华北城（天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职业病防护之噪声 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杨茹）

职业健康达人——郝建军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邯郸洗选厂

《卡路里》之职业健康版 河南中烟许昌卷烟厂（李壮壮、王正艺、顿

舒尧、潘洪伟、周逸秋、郑竹风、朱树楷）

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争做职

业健康达人

安新县中洲水业有限公司

共享职业健康 共创健康中国 阳泉市郊区平坦镇工会联合会

职业健康从我做起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吴水

金、李彤、黄家晟）

基本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方法 轨道交通集团（张晓阳、张羽）

职业健康 从我做起 望都县卫生健康局（何亚微）

守护职业健康 争做健康达人 国电投周口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 关系你我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运输部原料场车

间（范红伟）

关注职业健康 争做健康达人 陕西华彬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达人：付殿林 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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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家 河南中烟许昌卷烟厂（商宇、黄楷戈、周

逸飞、王旭航、王文松）

健康从你我的每天开始 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小学

职业健康从我做起 长庆油田第八采油厂（吴小霞、陈宏生）

职业健康无小事 晋能控股集团党群工作部（冯志宸）

职业健康达人秀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魏敦飞、马春彩）

职业健康从预防开始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六采气厂（胡鑫）

健康达人瞿建华 邯钢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瞿建华）

我有我要求 方快锅炉有限公司工会（高超）

远离职业危害 做个健康员工 华润青海医药有限公司

我们都是职业健康达人 中国水电四局北方公司榆林三县供水项目组

健康达人从我做起——共享职业健康 福建味家生活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守护职业健康从我做起 双辽市新立乡中心小学

“职业健康达人”王志勇 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王志勇）

践行职业健康，争做健康达人 重庆市沙坪坝区学府悦园第三幼儿园

职业健康达人 show 豫北光洋转向器有限公司（张宁）

职业健康从我做起 邯钢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孙克敬）

龙岩铁塔 30天裂变行动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综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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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业健康达人”Show 短视频征集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10 个）

北京市总工会权益工作部

天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山西省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江苏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山东省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河南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四川省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云南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陕西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青海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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