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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种苗培育、生态养殖、饲料生产、水产
加工、生物科技、仓储物流、全球销售纵
向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在推进产业化经营和做大做强企业
产业的进程中，公司努力实现产业链条
上合作伙伴的共荣共赢，帮扶贫困地区

农民劳务输出就业。
就业扶贫方面，共吸纳建档立卡贫

困户1533人，人均年收入5万元以上，
真正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产
业资金扶贫方面，与澄迈县金江镇、文
儒镇、永发镇等乡镇合作开展产业资金
扶贫，截至2018年12月，吸纳各乡镇贫

困户入股资金共计1850万元，涉及78
村委会，216户贫困户。2017年至今已
向贫困户分红170万元，助力各乡镇贫
困户的持续脱贫目标，把帮扶工作落到
实处。

公司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
年参与的各类慈善捐赠额达200余万元。

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曾敏同志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对
老年冠心病、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诊治经
验丰富。她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7
项，发表了多篇SCI学术论文，其中关
于心肌无复流自噬机制的创新性研究，
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受邀参与
自噬研究全球指南的撰写。作为科主

任，她带领团队完善落实各项便民措
施，以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优良的服务质
量获患者好评，病人满意度达99.6%。
由于在卫生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先
后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吉贵同志凭着敢于“较真”、“敢想
敢干”的韧劲，从基层员工成为海南省
旅游行业一名卓越的高级管理人才。
他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企业发展壮
大 ，2018 年 公 司 上 缴 国 家 税 收
2025.4 万元，同比 2017 年增长了
66.34%，员工工资和各项福利保持
8%的增长率。兴建“惠民街”，以免

费+补贴形式提供店铺，带领周边村民
共同脱贫致富。近十年来，公司累计
投入2000余万元用于对周边村镇的
资助，为有劳动能力或有一技之长的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全景区共解决
1300余人就业。吉贵先后荣获“全国
优秀农民工”“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孙玄同志2009—2015年担任海
南昌江思源实验学校校长期间，学校
中考平均分由全县第11名提高到第
2名，升学人数由21人提高到222人，
升学率达到80%，创建了全县第一所
省级规范化学校，创造了黎族贫困山
区教育扶贫的成功范例。2015年 7
月任昌江中学校长，高考、中考成绩

创昌江中学历史新高，中考总平均分
全县第一。创建体育艺术特色学校，
学校荣获7项省、国家级荣誉称号，为
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先后荣获“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个人”“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进工作者“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

吉贵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玄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江中学校长

曾敏（女）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三区科主任

唐玉春同志从事工会及女职工
工作21年来，积极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和女职工特殊利益。推动公司改
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等涉及员工
切身利益重大决策和管理制度提交
职代会审议通过；推动集体合同和
各专项集体合同的签订及监督执
行；近几年共组织开展各类劳动竞
赛 200多项，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

动500多场次，技能竞赛培训100多
场次，安全、劳动保护培训班90期。
推动公司每年拿出100万元成立职
工大病救助基金，近几年来共为446
名员工发放大病补助和年度医药费
补助478万多元。先后荣获“全国先
进女职工”“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荣
誉称号。

唐玉春（女）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副主席兼女职委主任

吴可宏同志自2004年入警以来，
对党忠诚、爱岗敬业，忠实履职，始终
以所、队为家。在洛基派出所任职期
间，成功创建了儋州市公安局行政所
第一个一级公安派出所。在前进派出
所任教导员期间又创建了二级公安派
出所。

2018 年前进派出所缉枪治爆、
禁毒、打击网络诈骗等专项工作在全
局名列前矛，共打掉“两抢一盗”犯罪
团伙 7个，寻衅滋事犯罪团伙 1个，
向市局上报涉黑涉恶线索4条，成功

打掉梁保文等恶势力犯罪团伙，规劝
自首和抓获10名电信网络诈骗在逃
人员，侦破电信诈骗案件1宗，打掉
赌博窝（摊）点19个，侦破刑事案件
56宗，办结治安案件102起，侦破贩
毒案件 21宗，抓获贩毒人员 21人，
强戒 31 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45 人。收缴非法枪支 22支，追回
被盗车辆12辆，创下了那大城区连
续 100 天“两抢”警情零接报纪录。
先后被授予“个人二等功”“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

吴可宏
海南省儋州市公安局前进派出所所长

2015年，为全力支持国家网络建
设，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决定在南沙群
岛部署天翼4G网络建设，吴琦同志作
为南沙4G建设团队现场实施负责人，
三年多来行程1万多海里，克服极端
天气的影响和远海作业带来的身体不
适、缺少淡水等常人难于想象的困难，
凭着精湛的专业技术和精诚的团结协

作，于2016年7月14日率先实现天翼
4G信号全面覆盖南沙诸岛，使中国电
信成为唯一一家2G/3G/4G移动信号
全覆盖的运营商，为过往船只和海上
抗风抢险、紧急救援、医疗救助等提供
了通信保障，为我国加强对南海的管
控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5月被授
予“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吴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室分优化工程师

邢福甫同志2006年大学毕业后，
回乡钻研芒果种植技术，实现一年结
果两次的重大技术突破，芒果产量比
传统种植方法翻了一番。他借助培
训基地平台举办免费培训班，在他的
带动下，佛老村种植芒果达到5000
多亩、木瓜 1000 多亩，种植面积翻
番，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明显提高。
尖峰镇试验场村是我省4个生态扶贫
移民搬迁村之一，为确保搬迁户“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他打造“公
司+农户”模式，在该村建设特色水稻
种植扶贫基地，带动村民特别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稳步增收，实现由“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邢福
甫先后荣获海南十大“最美村官”“农
村科普带头人”“海南省最美农民工”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海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少数民族和
贫困地区人才贡献奖”。

邢福甫 乐东丰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艺师

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12345海口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充分发挥指挥棒、绣花针、
连心桥作用，以12345热线为受理渠
道，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支撑，以

“12345+网格化”治理为重点，建立覆
盖市、区、街道、社区、网格员的五级

联动指挥体系，整合83条政府部门热
线，实现“一号对外”，91个热线成员
单位一体式联勤联动。严格执行“30
分钟响应处置”“首问责任制”“三级
预警处置机制”，7×24小时在线受理
市民游客的咨询、投诉、建议、求助等
诉求，确保市民诉求快速有效解决。

近两年海口12345热线日均接话量
从原来的700多个增加到5200多个，
全年办件总量从39万跃升到191万
件，办件满意率从48%提高到90%。
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海南省工人先锋号”“海南省巾帼文
明岗”。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

海南儋州自来水有限公司工程部
现有职工29名，负责那大城区管网覆
盖区域内所有管网的维护、安装及测漏
等工作。近年来，工程部不断强化内部
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把解决用户用水
问题摆在第一位。2015至2018年，共

抢修水管漏水（含爆管）4864处，发展新
用水户9818户，完成市政府督办的那
大城区周边农村供水工程的施工，解决
城区周边9个村委会、21个村庄2.6万
人的用水难题，做到城乡供水一体化。
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在浑水管线维修施

工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小土方开挖、钢管
中间用电焊对接、两端接口抹填快速抢
修剂的办法，克服了施工难度大、危险
系数高的困难，提高抢修速度，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水厂停水时间。2017年5
月被授予“海南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海南儋州自来水有限公司工程部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美兰物业处机上清洁队主要负责美
兰机场过站、航后、航前等客舱清洁及
清洁用品的配发回收工作，多次参与保
障春运、两会、博鳌论坛、五星机场审核
等重大任务。海南开展自贸区（港）建

设以来，进岛航班不断增加，为保证完
成任务，机场清洁队加强科学管理，不
断提高客舱服务规范化，克服人手少、
时间短、任务重等困难，为进岛、离岛航
班提供了高质量的保障服务。据不完
全统计，2018年共为46家航空公司

97648架次航班提供客舱保洁服务，排
污加水88327架次。2018年来机上清
洁队的好人好事共计1905件、捡拾遗
失物品3133件、人民币293393.8元、外
币72527元，获得旅客一致好评。2012
年被授予“海南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美兰物业处机上清洁队

三亚海关离岛免税监管一科是
2011 年 3 月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而成立的科
室。自成立以来，认真落实国家政
策规定和海关总署、海口海关决策
部署，始终坚持主动服务，不断优化
和创新监管模式，实施免税品监管

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实现视频监控
系统与监管流程全覆盖；进一步简
化审批流程、优化岗位设置、简化免
税品运输配送监管，加快内部流转、
提升工作效率。2018年该科开征超
值免税品税款2.61亿元再创历史新
高。截至2018年12月，该科共监管

免税品3840.16万件，监管离岛免税
购物 771.41 万人次，监管离岛免税
购物总金额 314.06 亿元，开征超值
免税品税款 10.98 亿元。先后被授
予“2015-2016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
号”“海南省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
文明岗”。

三亚海关离岛免税监管一科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河工组
现有职工 13人，平均年龄 46岁，主
要负责文昌河（城区段）水面保洁工
作。河工组的职工调整工作时间，
优化工作模式，克服水上打捞难度
大、高温恶臭、涨落潮船只无法穿行

等困难，日复一日做好水面打捞保
洁工作，确保了文昌河河面白天 12
小时全面保洁，为文昌河水污染防
治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因文昌河的
桥梁普遍低架，每当台风来临时，因
降雨加大河水水位高涨，加上枯枝

杂物下污受阻，容易造成城市内涝，
河工组不怕困难和危险，手持工具，
奋战在抗灾一线，在激流之中及时
疏通河道，确保城市降水排出。
2012 年 4月被授予“海南省工人先
锋号”称号。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河工组

2016年9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扩建工程航站楼一标段项目部
正式成立，担负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项目部充分发挥了工人先锋号的优
良作风，克服拆迁受阻、水电不通等
困难，发扬“白+黑”、“五+二”的精

神，攻坚克难地完成一个又一个节
点。针对海南处于沿海地区地质结
构特殊、地表下持有贝壳碎屑原层容
易漏浆塌孔的情况，项目部勇于创
新，大胆采用了错层隔震技术，目前
也是全国唯一采用该技术的机场项
目。项目部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方针，通过评比“安全之
星”、建立安全教育警示体验场所等
活动，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
建设项目的安全稳健推进。先后被
授予“海南省工人先锋号”“海南省国
资系统工人先锋号”“2017年度‘安康
杯’竞赛优胜班组”。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航站楼一标段项目部

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光荣榜

发扬劳模精神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海南省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和全国总工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劳模为本，宣传展示劳模风采，提升劳模政治待遇，强化劳模困难帮扶，创建“劳模创新工作

室”，把关心关爱劳模放到突出位置，更好地倾听劳模意愿和呼声，把握新时期劳模工作特点和利益诉求，不断拓宽服务劳模的渠道，让劳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要以劳模为榜样，秉承“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进一步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加快创新创造、创先创优的步伐，努力成为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急需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劳动者，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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