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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10名）

李双南，女，汉族，2001年6月出生，屯昌中
学学生。她和身患残疾的谭某住在距离县城12
公里的乡下，从家到学校，要转两次车，耗费近一
个半小时。6年来，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往返学校
途中，不论是酷暑天气还是台风雨天，李双南都会
陪伴在谭某身边，悉心照顾谭某，陪同谭某上下
车、背行李、打饭，甚至在雨天背着谭某走过一段
段泥泞道路等等，让谭某更好地融入学校学习生
活。2016年，李双南被团中央学校部评选为“全
国最美中学生”“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2017年
获评“中国网事·海南好人”等荣誉称号。（拟推荐
为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候选人）

林琳，女，汉族，198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
室主任、海口市龙哥哥爱心社秘书长。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13年来，她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着身边的
人，带动身边的人帮助更多的人。大学期间，她参
与环保等志愿服务活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会
志愿者。2011年，她顺利筹集6000册图书建立
了4家爱心图书室。2012年12月，林琳牵头发
起，与海南医学院合作成立了“蓝灯暖星自闭症专
项服务队”，致力于让自闭症家庭志愿服务走向专
业化。2014年开始，她协助一群心智障碍者的家
长们成立了海口海燕心智障碍家庭支持中心，帮
助更多的心智障碍者家庭。2011年，她获“海南
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第九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
个人奖，2017年4月入选“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
好人。（拟推荐为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候选人）

米艳华，女，黎族，1981年11月出生，海南省
平山医院二科护士长。本着“以病人为中心，提供
优质医疗护理服务，努力促进患者精神康复和重
返社会”的宗旨，她在精神科临床一线护理岗位上
饱含热情，兢兢业业工作了13年。她组建了建院
以来首批由37名精神患者组成的精神康复文工
团，经常表演舞蹈、合唱、独唱及诗歌朗诵等文艺
节目。一直以来，她把患者当亲人对待，无论严寒
酷暑，她一直坚持到市场买上好的肉、胡萝卜、鸡
蛋等在家熬成流质粥带给患儿。特别是入冬后，
为了不让患儿着凉，她从家里带来毛毯、棉被、棉
衣，自费为患儿购买一次性尿不湿，保证患儿过上
温暖温馨的冬天。2012年—2015年，她被评为
海南省护理学会“优秀护士”称号；2015年被评为

“海南省平山医院优秀护士长”称号；2016年5月
入选第三届“海南省好医护”推荐人选；2016年获
得五指山市第一届“五指山好人”荣誉称号。

王辉甲，男，汉族，1988年11月出生，昌江黎
族自治县公安边防支队昌化边防派出所副营级干
事。他待孤寡老人唐阿婆数年来如一日，每月都
力所能及资助老人，嘘寒问暖、照顾有加，唐阿婆
逢人就夸“派出所的小王，待我如亲生母亲”。他
还把关注留守儿童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
常走进昌化小学与孩子们谈谈心、聊聊天，为孩子
送去学习用品和一些小零食、小玩具，跟孩子讲讲
禁毒知识、上上法治课，说一些励志的小故事。他
从2010年大学毕业入警后，已累计献血3000多
毫升，并志愿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017
年3月3日，王辉甲成功为重庆一名患有小儿慢
性肉芽肿病的幼儿捐献造血干细胞150毫升。王
辉甲是所里的外勤民警，也是执法骨干，曾荣立个
人三等功1次。

蔡松庭，男，汉族，1943年5月出生，万宁市
万城镇保定村村民。他以送煤气为业，送一罐煤
气仅挣得10来元钱，而一罐煤气足有60斤重。
他生活极其节俭，一日三餐的配菜主要是咸鸭蛋
和青菜，穿着破衣烂衫，但面对困难人群，尤其是
对困难学生毫不犹豫伸手援助。2016年夏天，他
从《南国都市报》上得知，海口龙塘镇高考考生杜
某因家庭贫困无法上学时，他直接根据报纸上的
账号，分两次给杜某汇去10000元捐款，中央电
视台新闻频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为他的仗义
行为点赞。2008年，一位少年被人误伤，没钱治
病，他拿出了5000多元帮助少年治疗。多年来，
他总是默默帮助他人，不求回报，其行为被群众广
为传诵，2017年1月当选“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
度人物。

符妙娟，女，汉族，1966年5月出生，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道埠村村民。12年来，她无微不至
地关心照料孤寡老人郑阿婆，日常生活中，她担心老
人孤单，就经常过去做家务，嘘寒问暖。老人生病
时，符妙娟一家人为老人求医问药，轮流去照料老
人。如今，郑阿婆已90岁高龄，符妙娟也年逾半百，
她说：“既然住在一起为邻是缘分，不论怎样，我们一
定会将老人照顾到底，让她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2017年，她被白沙文明委评选为“第一届白沙黎族
自治县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薛小兰，女，汉族，1974年9月出生，海口市
琼山区个体店店主。2009年，薛小兰夫妇在振兴
路开了一家鸡饭店。为了让那些从清晨就开始忙
碌的环卫工“有口热水喝”，每天刚打开店门，薛小
兰就急忙来到后厨烧开水，这样的习惯她坚持了
8年。不管刮风下雨，只要这家饭店的门打开，附
近的环卫工人在空余的时候都会进来喝喝茶，打
上一壶开水，再跟老板聊聊天，并歇一歇。薛小兰
多年坚持为环卫工人泡茶送水的善举，被《人民日
报》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点赞，她也成为环卫工人
心中“不是亲人的亲人”。2015年，她被评为“海
口好人”、海口双创“先进个人”；2016年，她被评
为“海口十大新闻人物”，她的家庭被评为琼山区

“最美家庭”“海口市文明卫生家庭”，夫妇俩的小
店也被评为“海口市文明卫生门店”；2017年，薛
小兰家被评为“海口市文明家庭”。

黄宏昌，男，汉族，1935年8月出生，文昌市
冯坡镇冯坡村农民。黄宏昌自己的生活并不富
裕，但多年来，他看到哪家有困难、有需要，他就去

“给钱”。冯坡镇下村仔村杨某的儿子身患重病，
一家人因巨额医药费陷入困境，黄宏昌听说后，揣
着1万元给他们送了过去。但为了省几块钱的三

轮车费，选择走路过去。冯坡村60多岁的村民黄
某有两个儿子均患精神疾病。黄宏昌得知后，总
是几百元、几千元地帮助黄某渡过暂时的难关。
他还给村里8户贫困户每家义务购买了50株泰
国精品椰子苗种植，还给每户借助2万元用于购
买牛羊，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此外，逢年过节黄宏
昌都会自掏腰包买米、买肉等去看望孤寡老人，并
送上慰问金。他乐善好施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

庄丽敏，女，汉族，1994年3月出生，陵水黎
族自治县志愿陵水乡怀社社长。自从她加入志愿
者队伍以来，大大小小的志愿活动她都会参加。
5年来，她参加过“以爱之名 为梦想护航”募捐活
动、陵水暑假文明交通劝导活动等各类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达30多场次。2016年3月，她参加了陵
水动车站常态化志愿者服务组，积极主动与动车
站领导联系，并协调好志愿者动车站志愿服务培
训工作。对那些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她带领
志愿者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帮扶，积极为他们排
忧解难。检票、验票、进站把关、站台疏导、为旅客
递上一杯热腾腾的开水、帮助旅客提沉重的行李、
搀扶和帮助老幼病残旅客进站候车等服务，忙碌
的车站到处活跃着青年志愿者的身影，让广大出
门在外的旅客倍感温馨。庄丽敏先后荣获2013
年海南省优秀志愿者称号、2015年海南省百名优
秀志愿者称号。

郑馨义，男，汉族，1958年9月出生，海南农
垦国营西培农场建筑公司经理。自2005年以来，
他坚持每年义务献血800CC，至今累计献血近
8000CC。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一下子便捐出
了5000元的特殊党费，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关
爱。此外，他非常关注贫困学生就学问题。当他
得知苏某父母无力筹集学费送她上大学时，一下
子就资助了3万元给她家，供两姐弟读书，并每年
给她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直到她读完大学。目前，
他已资助3名困难学子圆了大学梦。28年来，他
积极参加公益和捐赠活动，累计向社会及家乡捐
款不少于50万元。2005年，他被省农垦总局评
为“抗风救灾先进个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
捐献“特殊党费”5000元，被中央组织部认可。

二、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10名）

欧阳文健，男，汉族，1994年12月出生，生前
系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临高边防支队机动中队下
士。在部队期间，他遵守部队条令条例和各项规
章制度，熟练掌握各项军事技能，多次参加博鳌年
会安保任务。2016年8月8日晚，他在营救被洪水
围困的群众期间，不幸被上游突发的洪峰卷走，壮
烈牺牲。他生前先后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次
受到嘉奖。公安部批准欧阳文健同志为烈士，并颁
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奖章；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党委
追认欧阳文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共青团海南省委
追授欧阳文健“优秀共青团员”并颁发“海南青年五
四奖章”称号；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为其追记二等
功。2017年1月，欧阳文健当选“感动海南”2016
十大年度人物。（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见义勇为模
范候选人）

赵长发，男，满族，1977年12月出生，现居澄
迈县老城镇，海洋童话作家。他靠着自学成才，短
短几年创作出长篇小说、海洋童话、诗词等200多
万字。2016年8月7日晚19时许，赵长发在澄迈
县老城镇盈滨半岛船长海寓酒店附近海域，发现
有几名正在游泳的群众不慎滑入了距离海岸300
多米、水流湍急的漩涡中，赵长发二话不说，不顾
自己重伤还未痊愈的身体，奋不顾身地划着皮划
艇从暗流涌动的大海里救起4名落水者，当他听
到还有两名落水者没被救起时，又再次冲向大海
寻找，直到晚上光线暗淡下来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上岸。此事经《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等媒体的
报道，社会反响强烈。2016年9月，他被澄迈县授
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2017年2月，他
被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中华见义勇为楷模”
荣誉称号。（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候
选人）

王颖，1977年3月出生，琼海市里文村党支
部委员；苏才汉，1976年1月出生，琼海市鱼良村
农民；陈世彬，男，1970年9月出生，琼海红花村
人。2016年5月21日上午9时许，郑某用报纸裹
着弯刀，在塔洋镇墟和刘某发生争吵后，郑某突然
拿出弯刀刺向刘某。刘某毫无防备地被捅得鲜血
直流，捂着伤口赶忙躲逃。陈世彬见到后奋不顾
身上前将郑某抱住，苏才汉冲上来紧紧抱住郑某，
将其按在地上，王颖也立刻上前将郑某抱住，三人
合力将郑某制服并将刀抢下。三人不顾生命危
险，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弘扬了社会正气。
2016年10月，王颖、苏才汉、陈世彬三人被琼海
市委、市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

李树仁（父亲），男，汉族，1951年6月生，儋
州市那大镇东风社区居民；李书念（儿子），男，汉
族，1983年8月生，儋州市公安局前进派出所协
警。2015年 7月20日下午3时左右，李树仁在
博爱咖啡馆前听见有妇女大喊：“救命呀！有人掉
进水利沟了。”李树仁没顾得上多想便脱下长裤跳
下水，游向溺水者，一把抓住溺水者的左脚，往岸
边游去。65岁高龄的李树仁体力几乎耗尽，眼看
就要被冲进中兴大道涵洞里的最后一刻，他奋力
抓住了大家伸来的“生命接力棒”，把溺水者营救
上岸。2015年2月12日傍晚，在那大镇解放北路
那大镇医院门口，一名小偷扒窃潘士高女友的钱
包时被发现并制止，小偷立即掏出匕首刺向潘士
高，路过的李书念发现后立即从人群中冲出，一脚
将小偷踹开，小偷随即逃窜。几分钟后，小偷带着
同伙拿着小刀返回现场进行报复。在与歹徒的搏
斗中，李书念左臂和胸部多处被捅伤。随后，小偷
趁乱再次逃走。李书念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社
会反响强烈。2015年，李树仁、李书念父子获评
儋州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

唐世民，男，汉族，1997年8月出生，生前系
文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他热情、善良、爱
笑，是家人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学

生眼中的好同学。2016年2月11日，下午6时左
右，唐世民骑电动车，载着曾紫苗、余秋菊两人往
镇上去。在经过昆联水库时，坐在电动车上的曾
紫苗要求停车洗脸。曾紫苗沿着堤坝旁的台阶，
走到水边，脚下一滑掉进了水里。唐世民看到后，
赶忙从堤坝冲了下去，一边跑一边对余秋菊喊：

“赶紧拿棍子来救人。”此刻，唐世民全然忘记了自
己不习水性，一下跳进水里进行营救。营救过程
中，余秋菊找来棍子伸入水里帮忙，唐世民用力将
曾紫苗往岸边一推，曾紫苗抓住棍子，慢慢爬了上
去。曾紫苗得救了，可当她转过头来想看看唐世
民在何处时，不习水性的唐世民已经不见了踪
影。之后，唐世民被群众打捞上岸，已经不幸身
亡。年仅19岁的唐世民勇救同学的事迹，弘扬了
社会主旋律，彰显了中华传统美德。

黄志江，男，汉族，1985年06月出生；黄钰，
男，汉族，1990年8月出生，兄弟俩生前系屯昌县
屯城东风居委会村民。2015年7月30日下午3
时许，曾淑芳、黄志江、黄钰母子三人在清理新兴
镇一套房屋一口宽约1米、深约11米的水井时，
发现雇用的许民跃下井后没有得到其回应，曾淑
芳感觉情况不妙，就急忙喊“救命”。大儿子黄志
江说：“你报警，我先下井救人，人命关天，慢了人
就可能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了。”于是，黄志江毫
不犹豫地下井救人。次子黄钰立即拿出手机报了
警，之后毫也不犹豫地下井救人。等到119消防
人员赶到，并带着防毒用具下井才将三人拉上地
面，但在120人员的抢救下，也没抢救过来，三人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黄志江、黄钰两人因此献出
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黄志江、黄钰2016年被屯昌
县追授屯昌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李多载，男，汉族，1975年3月出生，洋浦干
冲区东临居委会居民。2016年4月11日凌晨1
时许，正在返航途中的4艘渔船在洋浦海域遭遇
突起9级大风，东临居委会渔民李多载、南便居委
会渔民陈文祥、李其杰等人与风浪搏斗一个多小
时后终于脱险，准备返航。突然电台传来附近海
域有船只沉没、船员落水的消息，此时海上风浪很
大、能见度差、天气状况不可预测，刚刚平复心情
的李多载等人在恶劣海况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
立即调转船头向出事海域航行。李多载等3人循
声搜寻，发现海面有人挣扎呼救。船长李多载迅
速转舵、靠近、抛绳施救，最终成功救起王生益等
4人。随后，李多载掉头返港，途中发现海面有微
弱闪光，李多载立即驾船靠近，发现有2人抓着一
块泡沫在海里漂浮，李多载等人迅速施救，将2人
成功救起。洋浦工委、管委会授予李多载、陈文
祥、李其杰同志“洋浦经济开发区见义勇为积极分
子”荣誉称号。

陈垂书，男、汉族，1971年2月出生，定安县
城南中学保安。2017年 2月 28日晚上9时 50
分，城南中学已经下晚自习，部分走读学生已经离
校，寄宿的部分同学还在教室自习，校门口少有师
生走动。几辆摩托车冲到校门口，八九个年轻人
手持砍刀往校园里冲，一尺多长的砍刀在路灯下
闪着白光。陈垂书与同事立即起身阻止，谁知那
群人突然出手，拿出长刀砍向陈垂书等人。适逢
部分学生从教室出来，刚好走到校门口，情况危
急。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陈垂书赤手空拳与
对方展开搏斗，在与对方缠斗中被砍伤。随后，其
他校警及老师、领导等人赶到，控制了现场，并当
场擒住两人，警察赶到后带走了嫌疑人。陈垂书
先后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

刘福文，男，黎族，1962年9月出生，万宁市
三更罗镇二村村委会村民。2015年3月7日上午
7点多，在马路上听到呼救，他发现在涵洞下一名
女子被摩托车压着，无法动弹，而且呼救的声音越
来越弱，积水把女子大半个身体都淹没了，女子有
气无力，几近昏迷。刘福文马上拿出手机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不顾雨大坡滑，积极实施营救。
几次尝试，他终于在雨水中把压在女子身上的摩
托车扶起，并小心翼翼搀起受伤女子，从陡坡一点
点“爬”上了马路。大雨中，他脱下雨衣给受伤女
子盖上，并坚持在路旁守护着受伤女子，待120
急救车把受伤女子送去医院才回家。他的事迹被
报道后，社会反响强烈，被万宁市授予“见义勇为
先进分子”荣誉称号。

陈兴，男，汉族，1986年7月出生，海南海警
一支队训练基地班长。自2004年12月参加工作
以来，政治坚定，工作中认真，作风严谨，训练中顽
强拼搏，战斗中英勇无畏，被评为优秀士兵1次。
2016年7月2日，琼海市嘉积镇一家临街布艺店
发生火灾，陈兴舍生忘死，沉着冷静，冒着生命危
险闯入火场成功救出一名青年男子。陈兴英勇救
人的事迹，受到了省内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先后
在海南电视台《直播海南》栏目、《新闻现场》栏目、
《南国都市报》等媒体刊播报道，被海南在线、南海
网、凤凰网等十余家网络媒体转载，在社会各界引
起了强烈反响，充分展示了海警部队的优良作
风。2013年，他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三、全省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10名）

郑芳茂，男，汉族，1968年3月出生，中共预
备党员，海口才茂食品厂总经理。1995年，郑芳
茂与父亲共同筹办了具有海南特色的才茂食品
厂，用手工操作向市场推出了“老三样”月饼、粽
子、年糕。才茂食品厂秉承以诚恳待人、诚实经营
的理念，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热诚的服务赢得
了客户的青睐，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郑芳
茂时刻不忘社会责任。他热心慈善事业，关爱和
帮助孤寡老人、贫困户、残疾人等群体。1998年
来，他带领的才茂食品厂捐款及物资累计达200
多万元。他连续三届荣获“海南省优秀民营企业
家”称号，以及“热心支持公益爱心企业家”等荣誉
称号，才茂食品厂先后荣获“红十字爱心企业”“奉
献爱心企业”。2015年，他被评为海口市诚实守信
道德模范。（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候
选人）

吴坤才，男，汉族，1960年出生，三亚肥婆海
鲜店总经理。30年来，吴坤才每天坚持自己上市
场选食材，为顾客挑选最新鲜、最放心的海产品，
让顾客吃得满意、吃得放心。肥婆海鲜店是三亚
第一家使用公平秤和四联单的店铺，政府还没要
求，吴坤才已经在用，得到顾客的一致好评。海鲜
池里的每一类海鲜，都按物价部门的价格销售，客
人选好后，放在公平秤上称量；点单使用四联点菜
单，点完单后，与客人核对，核对无误，客人在点菜
单上签字确认。曾有一位客人将装有13万元现
金的公文包落在餐厅，被服务员捡到后交到前台，
两小时后客人着急回来取包，服务员如数奉还。
近年来，三亚肥婆海鲜店凭着良好的经营，先后获
得“三亚市海鲜排档诚信经营示范单位”“海南文
明经营海鲜饭店示范单位”“三亚用户满意品牌”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等称
号。（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周载云，男，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昌
江和丰农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周载云服
役期满返乡经营农业生产。2007年10月，他成
立了昌江乌烈富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
1100亩果蔬种植基地，一方面解决当地就业，一
方面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赢得了农户的充
分信任。2016年台风“莎莉嘉”期间，部分农户尤
其是贫困户损失惨重，他第一时间免费向60余户
贫困户发放种苗35万株；当他推广种植的新品种
黄皮尖椒上市时，正值海南辣椒价格持续低迷，仍
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户的辣椒。为了降低农户特
别是贫困户种植瓜菜的风险，在全省瓜菜市场价
格不稳定的情况下，周载云坚持以相对高的保护
价收购本地瓜菜，有效保护了农民特别是贫困农
户的利益。2014年4月，果蔬种植基地被团县委
授予“领头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示范基
地”称号；2015年6月,他被农业部评为“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2016年4月，合作社被授予“海
南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17年2月，他被团中
央、农业部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号；
2017年5月，他被昌江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吴敬，男，汉族，1971年9月出生，文昌市会
文镇金泰椰棕制品加工厂厂长。2012年，吴敬筹
集500多万元，创办文昌金泰椰棕制品加工厂，首
批就招收了13名聋哑、肢体残疾人。那时，他既
是公司管理者，又是会计和货车司机，还要照顾残
疾工人。尽管建厂背了不少债务，家庭生活压力
也不小，但他不忘初心，尽己所能，为残疾人打造
一个温暖的家。在工厂里，工人年龄最大的51
岁，最小的22岁，大家都平等尊重、悉心关爱，吴
敬则是他们的“大家长”，不仅为他们创造就业岗
位，还帮助他们重拾尊严和自信，让他们学会自立
自强，懂得感恩回报社会。2012年，文昌金泰椰
棕制品有限公司被文昌市民政局授予“社会福利
企业”称号，并被命名为“文昌市社会福利厂”；
2016年底，吴敬家庭被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首批

“全国幸福家庭”荣誉称号。
吴孔利，男，汉族，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

员，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吴孔利回乡创业，投资30万元建起了占地260
亩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因台风灾害导致创业失
败。2016年2月，在政府引导扶持下，他凭借自
己的良好信誉，向银行借贷110万元，重建公司，
目前已提前还完银行贷款。自公司成立以来，吴
孔利始终坚持“质量为本，用心服务顾客”的理念，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坚持做到“质量合格，价格合理”，至今未
出现一例产品质量投诉问题，树立起良好的社会
形象。同时，建立完善产品三包、退货、换货制度，
以及顾客满意度调查制度，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和建议，赢得了供货商和消费者的信任。

陈海容，女，黎族，1980年9月出生，五指山
市城乡环卫局清洁工人。2014年，陈海容来到了
五指山市环卫局从事清扫保洁工作。2016年春
节前的一天夜晚，正在工作路段清扫保洁的陈海
容拾到散落一地的现金，共有3700多元，便在原
地等待失主直至下班。失主一直没有出现，她就
向班组长汇报此事，最终在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找
到了失主。她的拾金不昧行为得到了民警的高度
赞扬和失主真诚感谢。当大家询问捡到钱的经过
和心情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笔钱对我
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这不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坚
决不能拿。”一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一名普通环
卫工人高尚的品格。2015年，她被五指山市环卫
局评为第十三届“环卫工人节”先进个人；2016
年，她获得第一届“五指山好人”荣誉称号。

卢定华，男，布依族，1965年12月出生，致公
党党员、三亚市政协委员，三亚火车头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定华一直致力于打造
海南海鲜排档产业品牌，以“创新”筑品牌，以“诚
信”赢市场，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局
面。2000年，卢定华在三亚创建了全国首家量贩
式平价海鲜排档经营模式，2015年创办三亚火车
头万人海鲜广场，2017年创办海口丁村万人海鲜
广场，将量贩式平价海鲜排档产业进行了很好的
升级转型。自创办广场至今，卢定华一直秉承“规
范管理、诚信经营”的理念，制定完善、严格的管理
体系。通过设立工商、质检等监督岗亭，配备专职
质检员，杜绝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违规违法行
为。建立快速处理机制，及时处理投诉纠纷事
件。同时，对所有商户采取服务质量保障金制度，
一旦确认投诉即先赔付后追责，第一时间确保消
费者合法权益。

王文强，男，汉族，1975年6月出生，民建党
员，海南昌江玉绿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王文强开始山猪生态养殖创业，信守承诺
坚定履行保价合同，坚持为农户提供示范基地、实
践平台和技术指导。2008年创业初期，大量小山
猪因病夭折，导致生产停滞并需赔偿巨额违约金，
他履约践诺进行赔偿，赢得了客商的信任。2015
年，王文强投资昌江生态养殖，承诺让养殖户无忧
养殖、零风险致富。他从儋州运苗给农户并手把

手地教农户养殖技术，一些先行先试的零星散户
因为他信守承诺，成为村里率先富起来的养殖
户。2016年春节前，公司遭遇了资金周转困难，
出现巨额资金缺口，把信誉看得比金子都宝贵的
王文强卖掉了自己的产业，及时支付员工工资和
农户的回收款、工程款等。2017年2月，王文强
被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授予第十届“全国农村青年
致富带头人”；2017年5月被昌江授予“五一劳动
奖章”。

罗皎云，女，汉族，1970年8月出生，琼海市
大路老才和丰食店老板娘。大路老才和丰食店自
1980年创立至今，与罗皎云始终坚持“诚信为本”
的经营理念分不开。起初她卖的虽是两块钱一碗
的汤粉，别的店为了追求利润，偷工减料、随意涨
价，而她始终保质保量，宁愿利润薄一点，也要维
护食店的信誉。为保证店里食材的安全，罗皎云
每天都亲自去市场挑选最新鲜的原材料。有一
次，当她发现购买的鸡可能得了疾病，立即请镇上
质检部门进行检测，虽然没有问题，但为了让顾客
吃得放心，她毅然将所购的鸡全部宰杀焚烧处理
掉。其经营食店几十年，前来吃饭的顾客不计其
数，难免会有顾客将自身携带的物品落在店里，小
到一个手提袋，大到上万元的现金，她从不为所
动。正是靠着诚实守信的品格，罗皎云经营的食
店不断发展壮大，赢得良好社会声誉。1996年3
月，大路老才和丰食店被琼海市工商局、琼海市个
体劳动者协会授予“信得过摊店奖”。

王海洋，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中共党
员，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海南区域）总裁。
王海洋2011年加入雅居乐集团，他始终恪守“诚
信经营，回馈社会”的经营理念，靠信誉和质量，将
昔日滩涂荒沙杂草的空地打造成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标杆项目。为实现雅居乐“绝不辜负这片
海”的承诺，在产品建设中，从产品前期设计到现
场施工，他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在经营活动中，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关注客户需求，保障客户利
益。2016年在公司内部成立客户关系部，处理客
户问题，维护客户权益，提高服务品质。此外，王海
洋一直秉持雅居乐“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
念，企业先后捐赠金额达2.62亿元用于支持海南省
教育、医疗、扶贫、救灾事业。自2009年以来，其管
理的企业先后被评为2009-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
诚信企业、2012年度海南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最美纳税人”、纳税等级A级企业等荣誉。

四、全省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10名）

朱国茂，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原儋州
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所长。朱国茂同志以所为
家，所里大小事项亲力亲为。2016年大年初一，
朱国茂率队赴木棠镇参加当地调声比赛安保工
作，早上5时就从西华农场出发，一直工作到下午6
时才回家。连续5天的安保工作，他始终站在前
线。常年的繁重工作折磨着朱国茂的身体，2016
年3月6日，朱国茂同志因过度劳累引起突发性心
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朱国茂在任期间，
还留下了28本警情日记，共计百万余字，记录下其
警察生涯和辖区大小事项。其感人事迹获得广泛
赞誉，曾获“垦区公安优秀民警”称号、“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
2017年“情暖万家·公安派出所好民警”等多项荣
誉。（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邢锦程，男，汉族，1968年9月出生，1988年
9月入伍，现任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武部政
委。任现职以来，该同志始终把岗位当战位，在人
武部这个小舞台干出了大作为。团结带领党委

“一班人”努力践行强军目标，在全省率先组建常
态化民兵应急分队和海上民兵分队，率先建设民
兵海防哨所，率先举办民兵军事技能比武和“千人
百车”防风防汛演练，数十项工作做法在全省人武
系统推广。所在单位连续7年被评为“全面建设先
进单位”。个人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原广州军
区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评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先后3次荣立三等
功。（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牛新宁，男，汉族，1971年 11月出生，海口
海关缉私局侦查处副处长。该同志自参加缉私
工作以来，共侦办各类刑事、行政案件50余宗，
总案值约52.4亿元，涉税约3.28亿元，为国家挽
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在办案工作中，能打硬
仗，曾主持和参与侦办了案值13.76亿元的“2·
26”系列走私越南煤案、案值8.06亿元的“1·04”
特大走私蟒蛇皮案等海关总署一级挂牌督办案
件和一系列海关总署二级挂牌督办案件，把一件
件急、难、险、重案件都办成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铁案。今年以来，该同志带领民警连破案值约
14.6亿元的“HK1701”走私宝石案、邮递渠道走私
进口大麻案、特大走私枪支、毒品、汽车团伙案等3
宗大案，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了
贡献，其个人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党
员”、“年度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等十多项国家级、
省级荣誉。

张心芸，女，汉族，1975年4月出生，白沙黎
族自治县第一小学副校长。张心芸十多年致力
于国家级贫困县白沙县的教育事业。她凭着多
年的教育教学经验，把一个个差班变成学校优
秀班级，她的学生获得省、县、校级“三好学生”
和学艺竞赛一等奖的不计其数。2011年，她被
查出患有直肠癌，在化疗期间仍坚持教学工作，
手术半年后，张心芸坚持回到工作岗位。十多
年来，她代表学校参加县级、省级各科各类比赛
不下二十次。同时，张心芸利用自己积累的许
多宝贵经验扎实组织开展学校各科的教研活
动，培养年轻教师，在她的指导下，许多年轻教
师脱颖而出，屡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优质课、录
像课一等奖；她自己也多次获得省级论文、省级
大赛、省级课题研究一等奖，还获得过“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巾帼标兵”等十多项国家
级、省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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