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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昌江黎族自治县司法局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有限公司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他们中，有勇立潮头、创新创业的技
术人才；有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基层干
部；有教书育人、播撒桃李的人民教师；
有救死扶伤、兢兢业业的医务人员……

5月13日，2022年海南省五一劳动
奖和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海口召开。
在热烈的掌声中，40位海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10个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获得单位和30个海南省工人先锋号集
体受到表彰。

明亮的灯光下，一块块奖章熠熠闪
光。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
广大劳动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造力，
以忘我的拼搏精神，在平凡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新时代赞歌。

23年扎根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
一线，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工
程管理部土建主管、高级工程师辛本
军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专业技能。
作为施工管理经验丰富的“老工程
人”，他通过“师带徒、传帮带”的方式，
加强新员工能力培养，引领着身边的
同事凝聚奋斗力量，为海南昌江二期
核电压水堆建造打造了一个优秀工程
施工管理团队；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
海口水电车间电力线路工唐敏在电力系
统一线工作20余年，用一腔热血书写海
南铁路电力线路工人的奋斗事迹。近年
来，他负责并参与完成了海南铁路西环
线10kv电源线、10kv电力贯通线、海南
铁路西环线5个高铁站给水设备恒压供
水系统改造等相关工作，攻克多项技术
难题，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型人才；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自成立以来，
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坚强领导
下，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构建了通
用航空“空网”+“地网”相融合的模式，
实现“空地组网，聚产成镇”的通用航空
发展新格局，为海南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认真履行央企责任，聚焦主责主
业，在“大联接、大计算、大数据、大应用、
大安全”等领域，发挥自身优势，全面参
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信息通信枢
纽建设等领域的工作，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海南加快建
成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
南分所海南省南药资源保护与开发重点
实验室原创的“濒危药材伤害诱导理论
和通体形成技术”，对解决一批濒危南药

资源、实现持续利用有重大的理论和应
用价值，为带动海南地方经济发展和南
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保障；

从零到一，“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
田作业团队坚持自主探索拓新路，指导
实践解决了“新气田、新设备、新团队”三

新难题；创新使用“微视频”可视化操作
规程，让新设备的操作流程可感、可查、
可控，助力员工走上掌握气田操作规程
的“快车道”，为气田生产运营奠定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为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实
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作出了贡献……

劳动创造财富，奋斗铸就伟业。这

些受表彰的工作者和单位集体，是来自
我省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劳动群众的杰
出代表。他们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
作用，积极投身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的火热实践，为推进海南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建功立业，他们身上所
展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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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是我们凝心聚力、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
动力。

近年来，省总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强化使命担当，彰显工会作为，以广
泛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加大对产
业工人创新创效扶持力度、加强职工教
育培训、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
会和权益保障、打造工会服务阵地等工
作为抓手，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听党话、跟
党走，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不负韶华，担当使命，需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未
来的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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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先进集
体和个人的示范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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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大的新业绩，把更
多辉煌成就写在琼州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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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策划/撰文 蒋华）

弘扬劳模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记海南省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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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全省广大职工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七届省
委历次全会及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积极
投身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火热实践中，为推进我省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各行
各业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业、勇于创
新、甘于奉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为进一步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
自豪感和使命感，营造劳动光荣、知识
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
尚，海南省总工会决定授予海南倍特

药业有限公司等10个单位“海南省五
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授予赵波等40
名职工“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
号，授予海南爱之泉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五心”护理服务团队等 30个集体

“海南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再

接再厉，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勇当开路先
锋、争当事业闯将，树立时代标杆、引领
社会风尚。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攻坚之年和封
关运作准备的关键之年，海南省总工会
号召全省广大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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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首届大
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捍卫“两
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及中华全国总工
会的决策部署上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乘势而上、拼搏实干，为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而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海南省总工会关于表彰2022年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和海南省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2022年5月13日）

海南爱之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五心”护理服务团队

海口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药械监测室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有限责任

公司港口管理部

三沙市船务管理局“三沙2号”

轮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菌袋车间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海南分所海南省南药资源保护与

开发重点实验室

东方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临高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

局森林消防大队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纸技

术部纸研组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

册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

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妇女发展部

海南师范大学龟鳖研究与保护

中心

海南省中医院妇产科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

琼海市分公司塔洋支局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

限公司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浓缩乳

胶车间离心一班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作业团队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运行D值

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设备维护部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设备采购处

机械设备科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海南省图书馆二期工程

项目部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地下采

矿场铲钻机修组

海南福山油田勘探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井下

技术服务分公司海南项目部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运行三部二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

行金浦支行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

司安全质量部

海南海控能源五指山发电有限

公司毛丹水电站

国家税务总局乐东黎族自治县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三沙南海梦之旅邮轮有限公司

“南海之梦”轮

赵 波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工
程师

赵金玲（女）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高级讲师

陈大贵 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出品部
总监，高级工

宓 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高级教师

胡 阳（女）儋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昌鑫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颜学添 琼海市公安局技网大队大队长
范海停 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大队通什消防救援站通

信保障班班长
林日云 乐东白井绿农种养专业合作社工会主席，

助理农艺师
曾德仕 澄迈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

主任
程守满（女）定安县融媒体中心新媒体部主任
童 义 屯昌县信访接待中心主任
贾兴丽（女）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山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闫宇辉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国峰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人民政府党委书记
顾长庆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设备焊工班班长，

高级工
刘仙喜（侗族）海南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科长，高级

畜牧师
张 梅（女）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校

长，正高级经济师
王 宏 海南中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陈 峰（女）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学影像中心主任兼

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文日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高炳玉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

师、教授
符小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经理，

高级工程师
黎元江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教师，高级技师、工程师
慕洪伟 中交瑞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

人，高级工程师
唐 敏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海口水

电车间电力线路工（架空），高级技师
叶 伟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李志鹏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工会主席，工程师
王 宇 海南中交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建设

事业部经理、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代建指挥部指挥
长，高级工程师

陈慧东 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道
G360文昌至定安段公路代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高级
工程师

吴岳伟 海南省路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国道G360临高段公路代建指挥部指挥长，
高级工程师

孟明阳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辛本军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土
建主管，高级工程师

王俊峰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高
级工程师

杜 峰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维修电工，工程师
薛文刚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一部

二班班长，二级技师
李运诚 国家能源集团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设备维

护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余书勇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丁 珽 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经济师、工程师
王 成 海南明珠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总经理，国有资产管理师、高级职业经理人

一、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名单（10个） 三、海南省工人先锋号名单（30个）

二、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名单（4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