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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省劳动模范
（83名）
海口市

吴钟启 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文道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黄亚光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山尾村
民委员会长宁头村村民小组组长

陆受伦（壮族） 海口市秀英区环境卫
生管理局环卫110队长

李益全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西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刘文民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
经理

李辉（女） 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技术总监

王康 海南省桂林洋物业发展公司供
电部副部长

三亚市
吉立斌（黎族） 三亚市吉阳镇罗蓬村

农民
高青亮（回族）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保卫部经理
黎旺 三亚广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

驶员
刘庆鸯（女） 三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儋州市
许炳文 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副经理
周莲（女） 儋州市园林管理局绿管小

组长
黄桂提 儋州创新文化有限公司董

事长
符建诗（黎族） 儋州市和庆镇和祥村

民委员会治保主任
陈汉洲 儋州市排浦镇禾丰村党支部

书记

琼海市
刘天双 琼海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维修部经理
蔡连雄 琼海市中原镇仙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吴厚信 琼海市博鳌镇培兰村民委员

会主任
王书茂 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

部纪检委员、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连长

文昌市
陈泽存 文昌市翁田镇明月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陈明发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清运

队副队长
邢增敏 文昌市东阁镇红旗村党总支

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万宁市
莫骄（黎族）海南电网公司万宁供电局

副局长

彭赛兰（女）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点卤车间主管

黄业平（黎族） 万宁市长丰镇边肚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东方市
符成香（女，黎族） 东方市板桥镇高

园村党支部书记
卢文珍（女） 东方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保洁大队保洁员

五指山市
卢德平（苗族）五指山市水满乡新村党

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乐东黎族自治县
王和杨 乐东黎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

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
谢上强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丹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澄迈县
王文克 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杨淳至（苗族） 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临高县
陈文 临高县皇桐镇金波村农民

定安县
吴维明 定安县自来水公司技术业务

部副主任
陈修宇 定安雷鸣龙坡苗圃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屯昌县
陈家锐 屯昌县南吕镇咸陆村民委员

会主任
吴清云 屯昌县乌坡墟社区居民委员

会主任

陵水黎族自治县
黄丽萍（女，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

文罗镇五星村党总支组织委员
王大清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供水有

限公司线路3班班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林辉 海南昌江鸿启实业有限公司叉

河水泥分公司电修工段长
李圣皇（黎族）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

镇峨沟村党支部书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陈国东（侗族）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副总经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王明汉（黎族） 琼中民生槟榔产销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白沙黎族自治县
羊风极（黎族）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

镇田表村党支部书记

洋浦经济开发区
刘超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技术部工艺工程师

省直机关工委
李志军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

设备检验所检验员

省旅游系统
刘文晖 海南鑫旅导游服务有限公司

导游员

省国资系统
何美华（女）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王浪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部长
王华杰 海南椰海毛纺有限公司染整

车间半成品工段乙班班长
苏勇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矿部

检修车间电修组组长
莫家昌 海南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养护

部部长
马建琼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琼海分公司驾驶员
朱林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总支书记
王吉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省交通系统
王振海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万宁公路

分局新中道班班长
王贵生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航标工

省农垦系统
虞海浓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加钗分公司第一作业区 18 队割
胶辅导员

叶周玉（黎族）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红林分公司红田作业区25
队割胶工

潘金吉（女，壮族） 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江分公司茶山作业
区8队割胶工

符小琴（女，黎族） 海南省国营乌石
农场岭头茶叶加工厂高香茶班班长

温广辉 海南省国营乐光农场场长
羊博锴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司

总经理

省林业系统
赖广文 海南省岛东林场宝邑作业区

主任

省财贸系统
林刘山 海南明珠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企划部平面设计师
徐天民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

石油分公司总经理

省工交医药系统
陈俊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一

车间主机手
朱旦文 海南福山油田勘探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运行处副处长

省工商联（总商会）
王树生 华田（海南）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省金融系统
张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中心支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
李涛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行客户三处处长
申红光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小额信贷总部副主任

省邮政系统
王忠 海南省邮政信息技术局技术员

省通信系统
孙照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公司运行维护部运维管理模块主任
陆冰（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中央驻琼企业
陈明星 海南电网公司文昌供电局昌

洒供电所所长
詹红艳（女）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动

车乘务队队长
陈文曙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
刘传政 中海石油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其他
马占民（满族） 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

司职工
李晓峰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宇峥（女）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

责任公司地面服务部经理

二、海南省先进工作者
（45名）
海口市

李观连 海口市公安局大致坡派出所
副所长

黄耀国 海口市第一中学数学教研组
组长

李晓菊（女） 海口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三亚市
高芳贤 三亚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刑事技术大队大队长

三沙市
蒋维权 中共三沙市永乐群岛工作委

员会书记

儋州市
谢合桃（女）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副

镇长

琼海市
庞飞 中共琼海市潭门镇委书记

文昌市
潘正怀 文昌中学校长

万宁市
关丽丽（女）万宁市公安局特警大队职工

东方市
潘秋光（黎族）东方市公安局政委

五指山市
黄宇倩（女，黎族）五指山市毛道中心

学校教师

乐东黎族自治县
孙建华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教导员

澄迈县
曾维奋 澄迈县永发中心学校儒林小

学教师

曾令侨 澄迈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庭长

临高县
陈奕泉（女） 临高县中医院门诊部主任

定安县
陈永彬 定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党组（委）书记、局长

屯昌县
陆雄富 屯昌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儿科主任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万娇珠（女，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中山小学 副校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陈国斌 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

委书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李新薇（女） 海南保亭思源实验学校

（小学部）常务副校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何丕杰（黎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化馆馆长

白沙黎族自治县
邢诒仪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省直机关工委
张东东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

科员
李璐（女）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科员
王勇 海南省海口监狱一监区监区长
黄文聪（黎族）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陈绵才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

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省政法系统
纪明杰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
王海玉（女） 海南省公安厅技术侦察

总队主任科员
石秀莲（女）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检委

会委员、公诉科长

省教育系统
陆丹 三亚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李孟森 海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何朝族 海南大学农学院院长

省科技系统
郑重铭（黎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什运乡人民政府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省农垦系统
陈琼云 万宁市公安局东和分局局长

省农业系统
符海秋（女） 海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种子站副站长

省海洋与渔业系统
王道儒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副

院长

省林业系统
宋美臻（女） 海南省森林公安局政治

处副主任

省卫生系统
李建军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学影像中

心主任、放射科主任
李芳菊（女）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

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新闻系统
谷晓晶（女）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

频道总监
马跃峰 人民日报社海南分社采访部

主任

省地税系统
赖良玉 三亚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

省工商系统
李剑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场规范管理处处长

其他
林涛 海口海关副调研员

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128名）

主编：张成林 美编：庄和平专题

一 推行自助服务。
在服务大厅专门设立自助服务区，

办事群众可通过自助服务机自行办理补
换牌证等相关业务，有效分流部分办事
人群。

仔细观察，服务大厅与银行大厅倒
真有相似之处———1000余平方米的
空间里有咨询台、值班领导岗、导办岗、
排队叫号器、自助服务区、等候区、办理
窗口、选号区、领牌区等。

车管一所所长曾华表示，自助服务
体现了公安交通管理服务工作便民利民
和信息化、智能化应用的创新，在业务高
峰时段还能分流一部分等候办事的群
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理窗口的压
力，受到办事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 设立互联网和声讯服务中心。
将原有的 16800168 电话语音服

务整合为车管、驾管、违法三个业务
部，共同对外提供以下服务：业务告
知、电话咨询、违法咨询、电话车驾管

服务、群众投诉、业务回访、网上车管

所（补换牌证、变更备案登记、网上预

选号牌）、QQ业务咨询等电话语音与

互联网服务。

特别是网上选号服务，新车主可以

提前登录车管一所网站自行选号或者自

编车牌号，大大减少了车主等候时间。

三 开展主动上门和预约上门服
务活动。

对成批办理业务的车主，主动提供

上门和预约上门服务。同时，主动联系
公交、长途客运、大型货运企业上门验
车，并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有效预防重特
大交通事故。

四 交通管理服务站办新车六年
免检。

近年来，海口市机动车增长较快，结
合实际情况，车管一所为了给6年内免检
车主提供一站式服务，在配备有交通违法
处理窗口的车管一所及椰海、白沙门、世

纪公园交通管理服务站设立了4个6年
内免检车辆检验标志核发窗口，方便车主
就近选择办理地点一站式申领检验标志，
大大地方便了群众办理车管业务。

五 开展站立服务和微笑服务。
车管一所要求民警对办事群众使用

文明、礼貌、规范的语言，并站立和微笑
服务，真正做到热心地面对来办理业务
的群众、耐心地解答群众的疑难问题、细
心地为群众办理业务，让群众对我们的
服务质量感到称心、让群众拿到办理结
果时感到舒心、让领导对我们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感到放心。

曾华表示，所里要求民警注重自身
的形象，使用文明用语，在与群众交流时
要会说话，说好话，好说话。努力实现

“工作质量零差错，规范管理零投诉，队
伍建设零违纪，服务群众零距离”的“四
个零”的工作目标。

六 开展“文明服务之星”评比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海口公安服务窗口规

范化建设，完善群众监督制约机制，提高
窗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密切警民关
系，车管一所开展“文明服务之星”评比活
动。办理业务的窗口均设立评价器，群众
办理业务结束后对办事民警进行评价，所
里每月评出2个窗口为文明服务示范岗，
3名民警和3名协警为文明服务之星。

七 开展“一窗式”办公。
据了解，车管一所主要负责新车上

牌、车辆年检、注销、变更等业务，每天业
务量为1800件，平均每分钟要办理3件
以上。

快，意味着高效率。为切实提高车
管业务办理效能，全面推进车管业务“一
窗式”服务。 实行“一窗式”综合服务，
简化了业务流程，窗口人员通过受理系
统进行审核、录入、受理、制证等工作环
节，在窗口内部各岗位之间进行顺延联
动传递，改变了以往多口交接的繁琐程
序，办事群众不用往返多个窗口重复排
队，在方便群众的同时，也有效节省了工

作时间。

八 无纸化办公省心省力
为方便群众，避免群众在填写表格

时对车管业务的不熟悉填写错误而造成
群众往返跑，推出无纸化办公后，群众只
需排队叫号后就可凭身份证到窗口直接
办理业务，不再填写表格，车主只需在车
管一所打印出来的申请表格上签名即
可，大大节省群众办理业务的时间。

“填表格，内容多，一有不规范的地
方又要重写，耽误时间又麻烦。无纸化
办公，群众省心省力，非常便捷。”一位车
主说。

九 现场制牌上牌。
为缩短自编自选机动车号牌和机动

车补换号牌业务的号牌制作时间，解决
车管所号牌制作量大时长的问题，方便
群众现场及时领取机动车号牌，车管一
所现场制牌点于2013年10月28日起正
式开展现场制牌服务，在全省各车管所
中，率先开展此项便民服务。

“往常由于自编车牌的制作需要大
概10到15天，车主还要来回再跑一趟，
如今当场就能制牌上牌。”车管民警说。

十 推行延时服务制。
今年超标电动车退市，换购合标电

动车的车主都要到车管一所各服务点办
理上牌业务。

“我们推出延时服务制度，提出当天
办理完成再下班，不让群众再跑第二
趟。”曾华表示，当时针对业务量大，群众
等候时间长，业务容易积压等实际情况，
车管所对所有前来办理业务的电动车，
加班加点，坚持每天拖延就餐时间，当天
办理完成再下班。

不仅如此，办理机动车业务，车管一
所也推行延伸服务制度。

十一 提供免费WIFI服务。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提高服务水平，

根据省交警总队《海南省公安车辆管理
部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服务群众工作十
项措施》的要求，积极落实便民利民措
施，提供免费WIFI服务。

车管一所推出的免费WIFI服务更
是充实了群众枯燥的等候时间，体现了
公安机关窗口部门人性化服务的一面。

2015年1月5日至2月17日，海口市交警
支队开展打击集装箱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

整治内容包括，重点整治集装箱运输车
辆未按时年审、未悬挂号牌、未按规定安装
号牌、故意污损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重点整治集装箱运输车辆未按规定安装侧
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等
违法行为；整治集装箱运输车辆超载超限、
违法进入限行区域、乱鸣喇叭等交通违法行
为。

海口交警部门对集装箱运输车辆所有交通
违法行为一律按上限处罚，该扣车的一律扣车，
尤其是对故意污损、遮挡号牌、未悬挂号牌（集
装箱也有号牌）等违法行为，一律按记12分进
行处罚。

对集装箱运输车辆违法驾驶人严格实行累
积记分制度，一旦超过12分，一律登记注销并
通知其参加科目一考试；对拒不接受处罚、恶意
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的交通违法驾驶人及其他
行为人，及时上报辖区派出所依法予以行政拘
留。

海口开展集装箱运输
车辆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海口交警车管一所创新工作机制，开展自助、预约上门等一系列便民服务

寓管理于服务 交警也评“星”

（关注海口交警官方微博微信，掌握海口
交通最新资讯，扫一扫二维码即享海口交警微
服务。)

“椰城交警”
微信二维码

“椰城交警”
腾讯微博二维码

文明出行 你我同行
——海口公安交警“交通安全”系列专题

之六

（文、图/品观 陈世清 李盛兰）

新闻点击
在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管一所一楼服务大厅，墙
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当月“文
明服务之星”，共有3名民警
和3名协警。海口市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张华雄表示，“文
明服务之星”不是车管所内部
选出来的，而是前来办事的群
众通过评价系统评出来的。

近年来，车管一所以《公安
机关窗口单位服务规定》、《公
安部交通管理十七条便民利民
措施》等规定为指导方向，紧紧
围绕百姓满意的热点问题，转
变车辆管理工作观念，寓管理
于服务，创新体制机制，推出
了系列便民服务举措。

海口车管一所业务窗口均设立评价器，方便群众对办事民警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