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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行各业的同志们：
2019年12月24日，省委、省政府召

开海南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五年来全省各行各业
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是
党和政府对全省广大劳动者的亲切关怀，
我们倍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动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加快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的关键之年，是“十四五”规划谋篇
布局之年。这是时代赋予海南的光荣使
命，全省广大劳动群众义不容辞、责无旁
贷。在此，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坚定理想信念，勇当践行初心使
命的奋斗者。我们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
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要自觉把人
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的伟业之中，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担
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要自觉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当好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的中流砥柱，在接续奋斗中书
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二、崇尚劳动创造，勇当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建设者。“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
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
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

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
能铸就。”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贯彻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积极投身“我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在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中埋头苦干、勇
毅笃行，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

用，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实干成就梦想，
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三、锐意改革创新，勇当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素质是立身之基，技
能是立业之本。面对海南全力推动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升
级“金刚钻”，揽好“瓷器活”，全面提高政
治能力和专业素养，在新时代的熔炉淬
火成钢。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
断强化创新创造意识，立足岗位学，向师

傅学，向同事学，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弥
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掌
握前沿技术，练就过硬本领，迸发创造
伟力，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涵养担当作为
的底气，为通向伟大梦想铺就更加坚
实的路基。

四、弘扬时代精神，勇当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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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
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自觉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涵养劳模文化和
工匠文化，厚植奋斗理念和劳动情怀，培
育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和个人品德，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
模范行动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
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主旋律，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真正植根劳动者心中。

奖章铭记初心，荣誉承载使命。让
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
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不负
时代重托，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
性劳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
范例创造新业绩、建立新功勋！

劳动创造幸福 实干成就梦想
——在海南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倡议书

一、海南省劳动模范（85名）

【海口市】
洪义乾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 琼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茄苪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玉花（女）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

道玉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梁生龙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单衍强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研发部部长
吴青芳（女） 海南省桂林洋公用事

业发展有限公司园林环卫部部长
张黑弟 海口市三江农场大坝闸门

管理员
彭红莲（女） 海口市京环城市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与安全部部长助理

【三亚市】
高正才（黎族） 三亚市吉阳区大茅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何启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 O

二工厂车间副主任
王小丹（女） 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

店餐饮部服务经理
黄娇花（女）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乘务员

【儋州市】
许林富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生

活垃圾处理场场长
李兹健 儋州茂丰泡椒瓜果菜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儋州市东城镇茅坡村委
会监督委员会主任

陈世凤（女、苗族）儋州市南丰镇马
岭排苗族村委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吴少玉（女） 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

【琼海市】
王富仕 琼海市嘉积镇新民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赵宏毅（苗族） 琼海市石壁镇南通

苗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海妮（女） 琼海玉禾田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人工清扫部官塘片区主管

【文昌市】
吴 约 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桂源（女）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

司车间主任
胡元武 海南大中漆厂（香港）有限

公司副厂长、工会副主席

【万宁市】
詹达能 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符永川 海南省小椰壳实业有限公

司技术负责人
杨全文 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

司万宁分公司生产部三车间主任

【东方市】
吉桂玲（女、黎族）东方市天安乡长

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符林早（女、黎族）东方市大田镇报

白村农民、东方市三月三广场黎锦纺染
织绣技艺传承馆织娘和讲解员

【五指山市】
王梅珊（女、黎族）五指山市通什镇

番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乐东黎族自治县】
林学春（女）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兴笔 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

【澄迈县】
冯善祥 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党支

部书记
陈大维 澄迈华维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电商运营总监
徐取俊 澄迈才存益民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临高县】
林小凤（女） 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开现 临高县调楼镇武闹村村民、

临高龙洲一号家庭农场负责人

【定安县】
罗 敏 定安县餐饮烹饪协会副会长

【屯昌县】
王太福（苗族） 屯昌县枫木镇琼凯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声琳 屯昌宏源龟蛇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陵水黎族自治县】
许方瑜（女、黎族）陵水兴罗果蔬产

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戴 扬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李大进 昌江县环境卫生清洁管理

站垃圾清运队副队长
符祥文（黎族） 昌江县乌烈镇峨沟

村农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蔡 江 海南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区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沙黎族自治县】
吉亚才（黎族） 白沙青松乡拥处村

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洋浦经济开发区】
侯立山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省委统战部】
许正章 海南台树商贸有限公司设

计总监

【省发展改革委】
黄 海 海南蓄能发电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王 贞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公

司美兰机场二期扩建指挥部总指挥

【省旅游系统】
尚 晓（女）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世军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省国资系统】
黄海军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综合业务部高级主管
蔡林振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分行行长
顾小灏 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黄玉山 国电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

大广坝水电厂副总经理
朱 平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矿

二厂协力一组组长
熊国浩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工会
主席

【省交通系统】
张秋涌 海南省船舶引航站八所分

站站长
李江林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琼海公

路分局道班班长

【省农垦系统】
苏宏严（瑶族）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江分公司金波 20
队胶工

徐 鹏 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
工勤人员

陈少雄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山荣分公司割胶技术员

【省财贸旅游烟草系统】
张小山 海南苏宁物流有限公司运

营经理
李 慧（女）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合伙人

【省机械能源石化医药系统】
生毓龙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
胡 诚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首

席工程师

【省农林水利交通建设系统】

胡献忠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飞行员

梁希影（女）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
口车务段东环乘务组班长

【省教科文卫邮电系统】
高红菊（女）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省工商联（总商会）】
陈益智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伍苏国 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省金融系统】
李佳怡（女） 工行海南省分行营业

部高级客户经理兼二级支行行长
陈少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计划财会部负责人

【省邮政系统】
卢黎霞（女）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三

亚市分公司崖州区分公司副总经理

【省通信系统】
吴坤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 瑶（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信息网络安全运行

【中央驻琼企业】
修振东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余加喜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系

统运行部副主任
赵尔全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符 亮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电厂锅炉运行专工

【其他】
徐咏梅（女）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羊学裘 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 璐（女）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

司办公室副主任

邢 涛 三亚华宇旅业有限公司亚

龙湾迎宾馆中餐行政总厨

张跃光 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

限公司董事长

黄 剑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信海船队副经理、船长

二、海南省先进工作者（44人）

【海口市】
闫路恺 海口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

团委书记

唐 硕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

周运方 海口市龙华区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叶丽敏（女） 海口市琼山区椰博小
学校长、党支部书记

【三亚市】
吴清江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三亚市海棠区区委书
记

林尤芳 三亚市汤他水利水电工程
管理处三级电站站长

【三沙市】
王 春 中共三沙市七连屿工作委

员会书记、三沙市七连屿管理委员会主任

【儋州市】
李文霞（女） 儋州市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副主任

【琼海市】
冯 琼 琼海市博鳌镇党委书记

【文昌市】
张腊喜 文昌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主任

【万宁市】
邓虎城 万宁市万宁中学校长

【东方市】
陈亚龙 东方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

队副大队长

【五指山市】
陈 英（女、黎族）五指山市计划生

育服务和妇幼保健院药具管理员

【乐东黎族自治县】
周才旺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

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澄迈县】
李博赈 澄迈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土肥站站长

【临高县】
陈春明 临高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定安县】
陈明杰 定安县公安局定城派出所

所长

【屯昌县】
黎彩霞（女） 屯昌县向阳中心小学

校长

【陵水黎族自治县】
李祖玉 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
郭周艳（女、黎族）昌江县青少年活

动中心主任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黄秀霞（女、黎族）保亭县民族歌舞

团团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王 日（女、黎族）琼中县第二小学

校长

【白沙黎族自治县】
李绚丽（女） 白沙县白沙中学英语

教师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杨林华 海口海关缉私局情报技术

处三科科长
王书能（黎族） 省纪委监委案件审

理室三级主任科员
龙开道（苗族）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吉训聪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副所长
石乐光 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委会办

二级主任科员
王祝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南药研究室主任、
南药研究首席科学家

郭凯平 省委深改办政策法规处
处长

何启文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和工资福利处一级主任
科员

【省政法系统】
黄春英（女）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一级法官
徐 贺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蔡新文 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

队副总队长

【省教育系统】
罗 杰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
何进武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教师
解爱群（女）海南中学教师
陈晓明（女）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

副校长

【省农业农村系统】
王汀忠 海南省土壤肥料总站技术员

【省林业系统】
姜祖扬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站科员

【省卫生健康医疗系统】
梁培育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科室主任

【新闻系统】
王晖余 新华通讯社海南分社常务

副总编辑

【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符 勇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

【省税务系统】
钟国斌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

局党委书记、局长

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129名）

2015年以来，全省各族人民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积极投身建设美好新海
南，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
品德高尚、业绩突出的先进模范人物。

为弘扬新时期先进模范人物的先
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引导全省人民
以先进为标杆、以模范为榜样，建功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洪义乾等

85名同志海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授
予闫路恺等44名同志海南省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继续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模
范、勤奋劳动的模范、增进团结的模范，

努力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
省各族人民要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为榜样，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岗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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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担当，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努力奋斗！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海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2019年12月23日）

12月24日，省第七次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海口召开。 李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