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 ■■■■■

本省新闻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梦晓 美编：张昕A03 时政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11月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表彰了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第六届全国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获得者、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工作者、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公布了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的村镇及单位名单。我省在各个奖项中均有斩获，满载而归。

本报以“光荣榜”的形式向广大读者介绍获奖集体及个人，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传。

我省一批集体和个人
受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表彰

海南省获奖单位及个人名单

高妹香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

道镇三弓村委会新建村村民
简要事迹：女，苗族，

1968年10月出生，普通群
众。她与丈夫结婚20多年，
家里有3个孩子上学，还有
3个老人需要照顾，家庭负
担一直很重。这些年来，
她养猪种菜，种田开荒，勤
劳致富，和谐持家，既改善
了家庭条件也营造了和
睦氛围。作为三弓村委会
妇代会委员、三弓村委会
新建村小组组长，她对村
委会工作也十分负责，得
到了村民的交口称赞。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第六届
全国道德模范

李双南
屯昌中学初三（5）

班学生
简要事迹：女，汉族，

2001年6月出生，共青团
员。李双南和身患残疾
的同学谭某在一个班级
读书，两人从家到学校要
转两次车，耗费近一个半
小时。六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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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都会陪伴在谭
某身边，悉心照顾谭某，
让谭某更好地融入学校
学习生活。

林琳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

公司党委工作部企业文
化室主任

简要事迹：女，汉族，
1984年8月出生，中共党
员。林琳自2004年起持续
13 年坚持公益事业，曾
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
赛会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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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多
次发起捐助和自行捐助
困难群体，她成为海口心
智障碍群体的“贴心人”。

赵长发
澄迈县老城镇居民
简要事迹：男，满

族，1977 年 12 月出生，
海 洋 童 话 作 家 。 2016
年 8 月 7 日 19 时许，在
澄迈县老城盈滨半岛
船长海寓酒店附近海
域 有 5 名 游 客 溺 水 。
赵 长 发 发 现 险 情 后 ，
立即用只能载重两个
人 的 皮 划 艇 拖 着 5 个
人 逆 浪 向 前 ，拼 尽 全
力 成 功 挽 救 了 5 个 人
的生命。

郑芳茂
海口才茂食品厂总

经理
简要事迹：男 ，汉

族，1968 年 3 月出生，中
共预备党员。1995 年，
郑芳茂和已在食品行业
摸爬滚打 30 多年的父
亲郑长益筹办了具有海
南特色的才茂食品厂。
创业以来，他始终秉持
诚恳待人、诚实经营的
理念，同时投身于公益
事业，凭着过硬的产品
质量和热忱的服务赢得
了市场的青睐。

朱国茂
生前系儋州市公安

局西华派出所所长
简要事迹：男 ，汉

族，1965 年 9 月出生，中
共党员。2016 年 3 月 6
日，朱国茂因过度劳累
引起突发性心肌梗塞，
经抢救无效于凌晨 5 时
20 分不幸因公殉职，年
仅 51 岁。朱国茂走后，
他的同事发现了他写下
的 28 本警情日记，里面
用超过百万的文字记录
着朱国茂从警生涯中的
每件工作，也记录着辖区
由大乱到大治的全过程。

欧阳文健
生前系省公安边防

总队临高边防支队机动
中队下士

简要事迹：男，1994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
入伍4年来，自觉遵守部
队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
制度，刻苦钻研军事、业
务知识，熟练掌握各项
军事技能，多次参加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安保等
重大任务。2016 年 8 月
18 日晚，在营救被洪水
围困的群众同时，他不
幸被上游突发而至的洪
峰卷走，壮烈牺牲。

助人为乐类 见义勇为类 诚实守信类 敬业奉献类 孝老爱亲类

邢锦程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武装部政委
简要事迹：男 ，汉

族，1968年9月出生，中
共党员。任现职以来，
邢锦程团结带领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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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爱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简要事迹：女 ，黎

族，1952 年 7 月 10 日出
生，中共党员。1992 年
她得知大哥的孩子陈良
患有智障后，她毅然将
侄子陈良从湾岭镇南久
村接到县城一起生活，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供
他上学。在她的悉心照
料下，陈良通过不懈努
力，先后荣获全省、全
国、世界短跑金牌16枚、
银牌 7 枚、铜牌 9 枚，共
32枚奖牌。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斌腾村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

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
三亚市海棠区北山村
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
琼海市嘉积镇

琼海市嘉积镇北仍村
琼海市博鳌镇美雅村
文昌市昌洒镇白土村
万宁市后安镇六底村

东方市新龙镇下通天村
五指山市畅好乡草办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丹村
澄迈县金江镇宋岭村

临高县博厚镇道德老村
定安县黄竹镇白塘村
屯昌县乌坡镇内林村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宝山村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南冲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寒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番道村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芭蕉村

海口市红旗镇
琼海市博鳌镇
澄迈县福山镇
屯昌县枫木镇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龙鳞村

三亚市天涯区槟榔村（原三亚市凤凰镇槟榔村）
文昌市东阁镇排港村
琼海市阳江镇上科村
万宁市龙滚镇福塘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新民村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万宁市龙滚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

定安县岭口镇岭尾村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马宛大村
儋州市木棠镇铁匠村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
万宁市长丰镇文通村

五指山市毛阳镇唐干村
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
屯昌县西昌镇南田村
临高县博厚镇乐豪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村

琼海市潭门镇
定安县龙门镇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港尾新村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向阳队

■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街道大同里社区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
海口市龙华区玉沙社区
海口市英才小学
中共海口市琼山区委宣传部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口市分公司（原海口
市邮政局）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原海南省三亚农垦

医院）
三亚海关
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
三亚山海天万豪酒店（原三亚三海天大酒店）
三亚市吉阳区港门村社区（原三亚市河东

区港门村社区）
三亚市吉阳区清平乐社区（原三亚市清平乐小区）

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三亚市气象局
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三亚市供
电公司
儋州市东坡书院管理处
儋州市气象局
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儋州供电局
琼海市财政局
琼海市国家税务局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琼海市嘉积中学

琼海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
文昌市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文昌市华侨中学
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文昌市分公司
（原文昌市邮政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万宁供电局
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万宁边防支队
万宁市财政局
万宁市国家税务局
东方市地方税务局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八七一台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

五指山市国家税务局
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
乐东黎族自治县乐东中学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
县分公司（原乐东黎族自治县邮政局）

澄迈县国家税务局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
临高县人民法院
临高县人民检察院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二〇二三台
定安县国家税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定安分公司
屯昌县国家税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屯昌分公司
陵水黎族自治县气象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
昌江县地方税务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海南省国营八一总场（场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海口海关（机关）
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原海口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

海南日报社
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运输局（原海南省

邮政运输局）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关）
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南美兰国际机场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兴中学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机关）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机关）
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管理局民声东路办
税服务厅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公司（本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2个）
海口市（地级及地级以上） 琼海市（县级）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及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村镇名单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25个）：

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村镇（32个）：

◎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及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单位名单
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33个）：

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单位（80个）：

◎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和第四届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名单（7个）
先进城市：文昌市 先进单位：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 乐东黎族自治县文明办、屯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中心学校 先进工作者：陈继俊（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中心小学校长）；刘永（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
高校：海南大学 中学：海南中学 小学：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 东方市铁路小学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龙华区居仁坊社区
海口市龙华区滨濂北社区
三亚边防检查站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三沙市七连屿管理委员会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儋州市地方税务局办税大厅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
琼海市广播电视台
琼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东方市气象局
五指山市气象局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海南省澄迈县残疾人联合会
海南省临高县气象局
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
海南省定安县江南社区
海南中野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洋浦边防支队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关）
海南海事局（机关）
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
海口市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文工团
海南省海警一支队

光荣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