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名单
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结果于日前出炉。今年，海南共有21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等2个集体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曹献平等9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勇士”号团队等10个班组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深海勇士”号团队

简要事迹：该团队共有成员17人，
平均年龄30岁，致力于围绕4500米级
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开展运行、
维护保障工作。自载人潜水器“深海
勇士”号2018年初交付以来，该团队支
撑“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保障运行
累计下潜427次，近年来完成100个下
潜任务，支撑“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
器运行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生
动物检测中心品控部质控班

简要事迹：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
公司水生动物检测中心品控部质控班现
有成员12人，平均年龄28岁。2017年以
来，服务农户1万人次，检测样本3万余
次；携手各方专家、行业精英定期举办养
殖培训、病害防治培训及技术交流会，不
断提升养殖户养殖技能水平，2021年联
合科技110水产服务站开展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班培训农户1500余次。

海南海丰渔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深海部

简要事迹：海南海丰渔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深海部共有员工67人，平
均年龄30岁。深海部对海域环境容纳
量进行调查研究，合理规划网箱布局，
定期勘察水质，发展抗风浪网箱深海
养殖；提高科学养殖的新技术，探索建
立健康养殖模式；根据不同鱼类、不同
阶段的营养需求，科学配比饵料提高
饵料利用率，减少养殖水域污染。

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
简要事迹：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部共有班组成员75人，平均年

龄36岁。经过多年努力，生产车间从
单一传统式的生产线发展到完备的现
代化生产线，从最初的加工芒果单品
项，逐渐发展成加工多品项；从果蔬原
料型产品为主发展到为客户订制、专
供等多元化齐头并进的经营格局；生
产部做到十年来无安全事故。

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办公室改革和制度创新处

简要事迹：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改革和制度创新
处推动全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工作取得
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共推出13批
123项制度创新案例，8项被国务院全
国通报表扬，4项入选国务院自贸试验
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1项入选国务
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第四批“最佳实践案例”。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
棠湾”轮

简要事迹：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
公司“海棠湾”轮于2014年4月投入生
产，共有班组成员57人，经过2500多个
日日夜夜，1万多个航次运营，用坚强的
运输保障和热情的服务担当，实现万次
航运零差评、零投诉，为琼州海峡过海
旅客架起了畅通而温馨的海上桥梁。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海供电
局变电管理所

简要事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琼海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共有员工94
人，平均年龄 44 岁，2021 年度完成
3745次设备巡维工作任务，完成152次
运行安全风险预警控制措施的落实；
连续20年博鳌年会特级保供电中实现

“零跳闸”目标；发挥创新工作室的示
范引领作用，累计完成17个课题，获得
国家专利9项。

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白沙
龙江红心橙专业合作社

简要事迹：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
限公司白沙龙江红心橙专业合作社共
有社员55户。经过几年发展，合作社
现有红心橙种植面积2000余亩，每年
产量 300 万斤以上，销售额 1500 多万
元，每户提高销售收入1万余元，推动
了当地经济发展，帮助解决当地就业，
巩固乡村振兴成果，被评“省级就业创
业基地”。

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
公司PKS体系联合创新攻关团队

简要事迹：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
究院有限公司PKS体系联合创新攻关团
队由109人组成，平均年龄29岁。团队
始终将“创新攻关”精神作为团队发展的
原动力，发挥自身优势，展现青年团队风
貌，在“技术攻关”“生态建设”“产教融
合”等方面不断探索、深刻实践，获得了
一系列的优质成果，以实际行动支撑国
家安全先进绿色计算体系创新发展，助
力国家网信产业走出一条“兼容历史、融
入当代、链接未来”的发展之路。

文昌华侨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宋氏祖居景区运营管理团队

简要事迹：文昌华侨城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宋氏祖居景区运营管理
团队紧紧把握景区发展的脉搏，将队
伍建设与景区发展紧密融合，不断强
化标准化理念，着重员工培训，开展技
能比赛，持续修炼内功，引导员工争做
学习型、创新型、专家型员工，以昂扬
的斗志和奉献的精神投入到区域规
划、产品开发、运营管理等工作中，竭
力诠释华侨城作为央企，致力海南全
域旅游发展的发展格局与积极投身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使命担当。

（策划/撰文 蒋华）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名单（2个）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名单（10个）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简要事迹：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医药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资产17亿元，
员工655人。公司推动生产工艺智能化升级，充分利用海南
自贸港政策优势，将产业链优势转化为产品竞争优势。近
三年，公司产值合计达58亿元，纳税总额达6.4亿元，在海南
省医药企业中位居前列。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天涯区税务局
简要事迹：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天涯区税务局先后打

造了24h智慧型办税服务厅、大数据处理中心等特色化、综
合性区域，大幅度提升便民服务能力；稳步推进增值税专用
发票电子化试点、掌上代开免税农产品发票推广等工作，全
力优化纳税服务。先后荣获“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全
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奖名单（9名）

曹献平（女，蒙古族）
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高级教师
简要事迹：近年来，曹献平牵头组建

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城市运行管理局
和城市运行联动中心，搭建全省首个“两
局两中心”数字政府运行平台，为全市全
省数字政府转型做了有益探索；以“一枚
印章管审批”为抓手，率先推进大一窗综
合受理改革，推进“极简审批”，成立全省
首个“24小时政务服务自助超市”。

李应禄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副场长
简要事迹：李应禄熟练掌握灵芝

栽培、灵芝管理以及灵芝工艺品的制
作和技术，从一名普通职工成长为副
场长，协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累计培
训农户2万余人次，通过产业的示范推
广，将菌草推广至31个省级地区以及
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等12个国家，
从儋州引种扩繁到世界各地的巨菌草
面积达30余万亩。

黄海文（女）
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助理工程师
简要事迹：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突发，黄海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配合管控1297人；复工后，她向农户收
购咖啡鲜果300多吨，解决农户受疫情
影响卖果难的问题。作为省人大代
表，她吁请尽快解决华侨农场的社保
遗留问题，历时3年多困扰兴隆华侨农
场多年的 5000 多人医保问题得到解
决。

纪宽宏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副教授
简要事迹：纪宽宏积极探索“以赛促

教”教学模式，指导学生多次在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他参与的“服务一
带一路，酒店专业留学生‘一核三元四维
多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得
2020年度海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他培训和考评1000多名农
村劳动力，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顾硕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
简要事迹：顾硕自 2016 年引进到

海南后，创学科，带团队，在海南省建
立第一个儿童神经科学部；成立了胎
儿医学部，组织专家成功实施了我国
首例胎儿脑积水的宫内干预治疗；整
合多学科开展儿童难治性癫痫的手术
治疗。2021年10月任海医一附院党委
书记以来，他开展“千天计划”，全力推
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李玉标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五

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工程
SHTJ3标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简要事迹：李玉标在确保工程质
量、环保和安全的前提下，攻坚克难，解
决了高温、高压、涌水、断裂带和地质围
岩差等多重困难和问题，科学组织、统
筹安排提前七个月完成了海南五指山
隧道贯通任务。他先后荣获“全国公路
工程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先进个人”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李春奖”等荣
誉称号。

刘书杰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总工程师（钻完井）、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简要事迹：刘书杰从事钻完井技术
研究和管理工作33年，具有陆地和海
上油气田钻完井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他带领团队成功攻克深水钻完井
技术难题，构建深水钻井设计技术体
系，完成了我国首个超深水油气田开发
方案研究和钻完井作业，使我国海洋油
气勘探开发步入超深水时代。

王大法
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KD项目

经理、工程师
简要事迹：王大法自 2015 年担任

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KD项目经理
以来，长期带领团队常驻中东，克服语
言和文化理念差异的困难，求同存异，
借助“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成功组
织S7车型落地中东，为中国汽车从整
车国际贸易出口到产品与技术输出的
转交作出了重要贡献。

尤小嵘（女）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简要事迹：尤小嵘充分发挥党员的

示范引领作用，在她的带领下，目前中国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员工近1000名，下辖
1家二级分行、21家支行、11 家社区支
行。近三年，各项主要经营指标持续稳
居海南前茅，累计营收近53亿元，纳税
近5亿元，累计为我省重点项目、基础设
施建设等提供融资超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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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进

入新时代，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
争创一流、勇攀高峰，用智慧和汗水营
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
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
动美”的新篇章。

2018年“4·13”以来，海南劳动者挥
洒汗水、埋头苦干，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建功立
业，唱响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华美乐章。

在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
临之际，省总工会向全省的劳动者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向工作在各条战
线，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勇于奉
献、勤劳工作的劳动人民致以崇高的
敬意。

省总工会将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以“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框架为引领，积极发挥工会组

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
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和职工利益
代表者、维护者的作用，发挥先进集体
和个人的示范引领，持续深化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切实履行维权服务
基本职责，推动工会干部队伍能力素
质提升，做好职工群众贴心的“娘家

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
攻坚克难，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引领广
大职工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需要，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
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
水平，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

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确保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汇聚起全省职工群众团
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
出工会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4月29日晚，由海南省总工会主
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承办、海
南新闻频道执行的《奋进自贸港 建功
新时代——2022 年海南省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在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录制，并通过海南新闻频道

电视平台、抖音号、头条号、新闻君官
方公众号等媒体矩阵同步视频直播。

特别节目紧紧围绕省第八次党
代会精神、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
人先锋号表彰大会精神，将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艺术形式

融合，展示了海南省总工会在省委和
全国总工会的正确领导下，凝心聚力
改革攻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领
职工建功立业，扛起工会责任担当，
做好职工群众贴心“娘家人”的一系
列举措和成果；讲述了劳模工匠发挥

示范引领，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海
南、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生动故
事；彰显了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解放思
想、创新实干，奋力推进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壮志豪情。

特别节目包括与2022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奖代表、劳模和工匠
创新工作室优秀代表互动访谈，展
示建功立业自贸港的海南劳动人民
风采的综述短片、歌舞、情景表演及
诗朗诵等节目，并现场连线海南援

沪医疗队医护人员，向最可爱的“逆
行者”致敬。

获得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
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以及特邀的部分往届劳模代
表参加节目录制。

海南省总工会举办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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