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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民，男，汉族，1997年8月出生，生前系

文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他热情、善良、

爱笑，是家人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学生眼中的好同学。2016年2月11日，下午18

时左右，唐世民骑电动车，载着曾紫苗、余秋菊两

人往镇上去。在经过昆联水库时，坐在电动车上

的曾紫苗要求停车洗脸。曾紫苗沿着堤坝旁的

台阶，走到水边，脚下一滑掉进了水里。唐世民

看到后，赶忙从堤坝冲了下去，一边跑一边对余

秋菊喊：“赶紧拿棍子来救人。”此刻，唐世民全然

忘记了自己不习水性，一下跳进水里进行营救。

营救过程中，余秋菊找来棍子伸入水里帮忙，唐

世民用力将曾紫苗往岸边一推，曾紫苗抓住棍

子，慢慢爬了上去。曾紫苗得救了，可当她转过

头来想看看唐世民在何处时，不习水性的唐世民

已经不见了踪影，沉入了水底，后被群众打捞出

尸体。年仅19岁的唐世民勇救同学的事迹，弘

扬了社会主旋律，彰显了中华传统美德。

黄志江，男，汉族，1985年06月出生；黄钰，
男，汉族，1990年8月出生，兄弟俩生前系屯昌

县屯城东风居委会村民。2015年7月30日下午

3时许，曾淑芳、黄志江、黄钰母子三人在清理新

兴镇装修租用房屋的一口宽约1米，深约11米

的水井时，发现雇用的许民跃下井后没有得到其

回应，曾淑芳感觉情况不妙，就急忙喊“救命”。

大儿子黄志江了解情况后说：“你报警，我先下井

救人，人命关天，慢了人就可能错过最佳的救援

时间了。于是，黄志江毫不犹豫的下井救人，次

子黄钰了解情况后拿出手机报警，报并毫不犹豫

的下井救人了。等到119消防人员赶到，并带着

防毒用具下井才将三人拉上地面，但在120人员

的抢救下，也没抢救过来，三人就这样离开了人

世。黄志江、黄钰俩人因此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

命。黄志江、黄钰2016年被屯昌追授于屯昌“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李多载，男，汉族，1975年3月出生，洋浦

干冲区东临居委会居民。2016年4月11日凌

晨1时许，正在返航途中的四艘渔船在洋浦海

域遭遇突起9级大风，东临居委会渔民李多载，

南便居委会渔民陈文祥、李其杰等人与风浪搏

斗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脱险，准备返航。突然电

台传来附近海域有船只沉没、船员落水的消息，

此时海上风浪很大、能见度差、天气状况不可预

测，刚刚平复心情的李多载等人在恶劣海况条件

下，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调转船头向出事海域航

行。李多载等3人循声搜寻，发现海面有人挣扎

呼救。船长李多载迅速转舵、靠近、抛绳施救，最

终成功救起王生益等4人。随后，李多载掉头返

港，途中发现海面有微弱闪光，李多载立即驾船

靠近，发现有2人抓着一块泡沫在海里漂浮，李

多载等人迅速施救，将2人成功救起。洋浦工

委、管委会授予李多载、陈文祥、李其杰同志“洋

浦经济开发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陈垂书，男、汉族，1971年2月出生，定安

城南中学保安。2017年2月28日晚上9：50，

城南中学已经下完晚自习，部分走读学生已经

离校，寄宿的部分同学还在教室自习，校门口少

有师生走动。几辆摩托车冲到校门口，八九个

年轻人手持砍刀往校园里冲，一尺多长的砍刀

在路灯下闪着白光。陈垂书与同事立即起身阻

止，谁知那群人突然出手，拿出长刀砍向陈垂书

等人。适逢部分学生从教室出来，刚好走到校

门口，情况危急。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陈垂

书赤手空拳与歹徒展开搏斗，在与对方缠斗中

他也被对方砍伤。随后其他校警及老师、领导

等人赶到，控制了现场，并当场擒住两人，警察

赶到后带走了嫌疑人。他先后被学校评为“先

进工作者”“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刘福文，男，黎族，1962年9月出生，万宁市

三更罗镇二村村委会村民。2015年3月7日上

午7点多，在马路上听到呼救，他发现在涵洞下

一名女子被摩托车压着，无法动弹，而且呼救的

声音越来越弱，积水把女子大半个身体都淹没

了，女子有气无力，几近昏迷。刘福文马上拿出

手机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又不顾雨大坡滑，积

极实施营救，几次尝试，终于在雨水中把压在女

子身上的摩托车扶起，并小心翼翼搀起受伤女

子，从陡坡一点点“爬”上了马路。大雨中脱下雨

衣给受伤女子盖上，并坚持在大雨中的路旁守

护着受伤女子，待120急救车把受伤女子送去医

院才回家。他的事迹被报道后，社会反响强烈，

被万宁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

陈兴，男，汉族，1986年7月出生，海南海

警一支队训练基地班长。自2004年12月参加

工作以来，政治坚定，工作中认真，作风严谨，训

练中顽强拼搏，战斗中英勇无畏，被评为优秀士

兵1次。2016年7月2日，琼海市嘉积镇一家

临街布艺店发生火灾，陈兴舍生忘死，沉着冷

静，冒着生命危险闯入火场成功救出一名青年

男子。陈兴的英勇救人的事件发生后，受到了

省内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先后在海南电视台

《直播海南》栏目、《新闻现场》栏目、《南国都市

报》等媒体刊播报道，被海南在线、南海网、凤凰

网等十余家网络媒体转载，在社会各界引起了

强烈反响，充分展示了海警部队的优良作风。

2013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三、全省诚实守信模范候
选人（10名）

郑芳茂，男，汉族，1968年3月出生，中共

预备党员，海口才茂食品厂总经理。1995年，

郑芳茂与父亲共同筹办了具有海南特色的才茂

食品厂，用手工操作向市场上推出了“老三

样”——月饼、粽子、年糕。才茂食品厂秉承以

诚肯待人、诚实经营的理念，凭着过硬的产品质

量和热诚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青睐。在追求企

业经济效益的同时，郑芳茂时刻不忘社会责

任。他热心慈善事业，关爱和帮助孤寡老人、贫

困户、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1998年来，他

带领的才茂食品厂捐款及物资累计达200多万

元。连续三届荣获“海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称

号先后荣获“红十字爱心企业”“奉献爱心企业”

“热心支持公益爱心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2015年被评为海口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拟

推荐为第六届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吴坤才，男，汉族，1960年出生，三亚肥婆

海鲜店总经理。30年来，三亚肥婆海鲜店在吴

坤才的管理下，每天坚持自己上市场选食材，为

顾客者挑选最新鲜、最放心的海产品，让顾客吃

得满意、吃得放心。肥婆海鲜店是三亚第一家

使用公平秤和四联单的店铺，政府还没要求，吴

坤才已经在用，得到顾客的一致好评。海鲜池

里的每一类海鲜，都按物价部门的价格销售，客

人选好后，放在公平秤上称量；点单使用四联点

菜单，点完单后，与客人核对，核对无误，客人在

点菜单上签字确认。曾有一位客人将装有13

万元现金的公文包落在餐厅，被服务员捡到后

交到前台，两小时后客人着急回来取包，服务员

如数奉还。近年来，三亚肥婆海鲜店凭着良好

的经营，先后获得“三亚市海鲜排挡诚信经营示

范单位”“海南文明经营海鲜饭店示范单位”“三

亚用户满意品牌”“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全国先

进个体工商户”等称号。（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

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周载云，男，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昌

江和丰农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周载云服

役期满返乡经营农业生产。2007年10月，他成

立了昌江乌烈富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

1100亩果蔬种植基地，一方面解决当地就业，一

方面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赢得了农户的充

分信任。2016年台风“莎莉嘉”期间，部分农户尤

其是贫困户损失惨重，他还第一时间免费向60余

户贫困户发放种苗35万株；当他推广种植的新品

种黄皮尖椒上市时，正值海南辣椒价格持续低迷，

仍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户的辣椒。为了降低农户

特别是贫困户种植瓜菜的风险，在全省瓜菜市场

价格不稳定的情况下，周载云坚持以相对高的保

护价收购本地瓜菜，有效保护了农民特别是贫困

农户的利益。2014年4月，果蔬种植基地被团县

委授予“领头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示范

基地”称号；2015年6月被农业部评为“农村实用

人才带着人”；2016年4月，合作社被授予“海南

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17年2月，被团中央、农

业部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号；2017

年5月被昌江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吴敬，男，汉族，1971年9月出生，文昌市会

文镇金泰椰棕制品加工厂厂长。2012年，吴敬

筹集500多万元，创办文昌金泰椰棕制品加工

厂，首批就招收了13名聋哑、肢体残疾人。那

时，他既是公司管理者，又是会计和货车司机，还

要照顾残疾工人。尽管建厂背了不少债务，家庭

生活压力也不少，但他不忘初心，尽己所能，为残

疾人打造一个温暖的家。在工厂里，工人年龄最

大的51岁，最小的22岁，大家都平等尊重、悉心

关爱，吴敬则是他们的“大家长”，不仅为他们创

造就业岗位，还帮助他们重拾尊严和自信，让他

们学会自立自强，懂得感恩回报社会。2012年，

文昌金泰椰棕制品有限公司被文昌市民政局授

予“社会福利企业”称号，并被命名为“文昌市社

会福利厂”；2016年底，吴敬家庭被国家卫生计

生委授予首批“全国幸福家庭”荣誉称号。

吴孔利，男，汉族，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

员，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吴孔利回乡创业，投资30万元建起了占地260

亩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因台风灾害导致创业失

败。2016年2月，在政府引导扶持下，他凭借自

己的良好信誉，向银行借贷110万，重建公司，目

前已提前还完银行贷款。自公司成立以来，吴孔

利始终坚持“质量为本，用心服务顾客”的理念，自

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坚持做到“质量合格，价格合理”，至今未出

现一例产品质量投诉问题，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

象。同时，建立完善产品三包、退货、换货制度，以

及顾客满意度调查制度，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

建议，赢得了供货商和消费者的信任。

陈海容，女，黎族，1980年9月出生，五指山市

城乡环卫局清洁工人。2014年，陈海容来到了五

指山市环卫局从事清扫保洁工作。2016年春节前

的一天夜晚，正在工作路段清扫保洁的陈海容拾到

散落一地的现金，共有3700多元，便在原地等待失

主直至下班，失主一直没有出现，就向班组长汇报

此事，在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失主。她的拾

金不昧行为得到了民警的高度赞扬和失主真诚感

谢。当大家询问捡到钱的经过和心情时，她只是轻

描淡写的说道：“这笔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

这不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坚决不能拿。”一句简单的

话语，道出了环卫工人高尚的品格，折射出一名普

通环卫工人高尚的道德情操。2015年被五指山市

环卫局评为第十三届“环卫工人节”先进个人；

2016年获得第一届“五指山好人”荣誉称号。

卢定华，男，布衣族，1965年12月出生，致

公党党员、三亚市政协委员，三亚火车头餐饮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定华一直致力于

打造海南海鲜排挡产业品牌，以“创新”筑品牌，

以“诚信”赢市场，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赢局面。2000年，卢定华在三亚创建了全国首

家量贩式平价海鲜排挡经营模式，2015年创办

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2017年创办海口丁

村万人海鲜广场，将量贩式平价海鲜排挡产业进

行了很好的升级转型。自创办广场至今，卢定华

一直秉承“规范管理、诚信经营”的理念，制定完

善、严格的管理体系。通过设立工商、质检等监

督岗亭，配备专职质检员，杜绝缺斤少两、以次充

好等违规违法行为。建立快速处理机制，及时处

理投诉纠纷事件。同时，对所有商户采取服务质

量保障金制度，一旦确认投诉即先赔付后追责，

第一时间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

王文强，男，汉族，1975年6月出生，民建党

员，海南昌江玉绿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王文强投身山猪生态养殖创业，信守承

诺坚定履行保价合同，坚持为农户提供示范基地

实践平台和技术指导。2008年创业初期，大量

小山猪因病夭折，导致生产停滞并需赔偿巨额违

约金，他履约践诺进行赔偿，赢得了客商的信

任。2015年，王文强投资昌江生态养殖，承诺让

养殖户无忧养殖、零风险致富。他从儋州运苗给

农户并手把手地教农户养殖技术，一些先行先试

的零星散户因为他信守承诺，成为村里率先富起

来的养殖户。2016年春节前，公司遭遇了资金

周转困难，出现巨额资金缺口，把信誉看得比金

子都宝贵的王文强卖掉了自己的产业，及时支付

员工工资和农户的回收款、工程款等。2017年2

月，王文强被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授予第十届“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2017年5月被昌江授

予“五一劳动奖章”。

罗皎云，女，汉族，1970年8月出生，琼海

市大路和丰食店老板娘。大路老才和丰食店自

1980年创立至今，与罗皎云始终坚持“诚信为

本”的经营理念分不开。起初她卖的虽是两块

钱一碗的汤粉，别的店为了追求利润，偷工减

料、随意涨价，而她始终保质保量，宁愿利润薄

一点，也要维护食店的信誉。为保证店里食材

的安全，罗皎云每天都亲自去市场挑选最新鲜

的原材料。有一次，当她发现购买的鸡可能得

了疾病，立即请镇上质检部门进行检测，虽然没

有问题，但为了让顾客吃得放心，她毅然将所购

的鸡全部宰杀焚烧处理掉。其经营食店几十

年，前来吃饭的顾客不计其数，难免会有顾客将

自身携带的物品落在店里，小到一个手提袋，大

到上万元的现金，她从不为所动。正是靠着诚

实守信的品格，罗皎云经营的食店不断发展壮

大，赢得良好社会声誉。1996年3月，大路老

才和丰食店被琼海市工商局、琼海市个体劳动

者授予“信得过摊店奖”。

王海洋，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中共

党员，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海南区域）总

裁。王海洋2011年加入雅居乐集团，他始终恪

守“诚信经营，回馈社会”的经营理念，靠信誉和

质量，将昔日虾池滩涂荒沙杂草的空地打造成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标杆项目。为实现雅居乐

“绝不辜负这片海”的承诺，在产品建设中，从产

品前期设计到现场施工，他亲自过问每一个细

节。在经营活动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关注客

户需求，保障客户利益。2016年在公司内部成

立客户关系部，处理客户问题，维护客户权益，

提高服务品质。此外，王海洋一直秉持雅居乐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企业先后捐

赠金额达2.62亿元用于支持海南省教育、医

疗、扶贫、救灾事业。自2009年以来，其管理的

企业先后被评为2009-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

诚信企业、2012年度海南省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最美纳税人”、纳税等级A级企业等荣誉。

四、全省敬业奉献模范候
选人（10名）

朱国茂，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原儋

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所长。朱国茂同志以所

为家，所里大小事项亲力亲为。2016年大年初

一，朱国茂率队赴木棠镇参加当地调声比赛安

保工作，早上5时就从西华农场出发，一直工作

到下午6时才回家。连续5天的安保工作，他

始终站在前线。常年的繁重工作折磨着朱国茂

的身体，2016年3月6日，朱国茂同志因过度劳

累引起突发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因公殉

职。朱国茂在任期间，还留下了28本警情日

记，共计百万余字，记录下其警察生涯和辖区大

小事项。其感人事迹获得广泛赞誉，曾获“垦区

公安优秀民警”称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感

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2017年

“情暖万家·公安派出所好民警”等多项荣誉。

（拟推荐为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邢锦程，男，汉族，1968年9月出生，1988

年9月入伍，现任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武

部政委。任现职以来，该同志始终把岗位当战

位，在人武部这个小舞台干出了大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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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连续

7年被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单位”。个人被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原广州军区评为“优秀党务工

作者”，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评为“军事训练

先进个人”，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拟推荐为第

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下转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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