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正军2000年入伍，在军营里他成就了扎

实的基本功和自律性。在从事飞机维修的19年

里，他参加过无数次的定检和改装，他用娴熟的

维修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确保每次维修工作

都能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让飞机能按期顺利放

行，达到零故障的标准。

海航技术大新华飞机
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航电维
修中心班组长

邹正军
尹佩佩每天总是洋溢着春天般的微笑，用最

专业的商品知识，为每一位临柜的顾客做好专业

导购。她认为，只有提升自身的素质、拓宽自己

的知识面，才能够给顾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在2018—2019年间，尹佩佩跻身公司“销售前

十”，月均销售完成率达到110%以上。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
店柜组长

尹佩佩
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姚德阳一喊就到，

为工地的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2017

年，他被借调到海口全面管理项目临时水电工

作，使项目在多雨多台风等恶劣情况下得到保

障，施工的安全性得到极大提升，并在公司季度

检查中获得二等奖。

中建八局海南分公
司海蓝福源东二西项目
电工

姚德阳
因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王苹多次被推荐参

与海南省两会和全国性的大型会议及用餐及各

种重要接待服务工作。作为部门业务骨干，她还

苦练岗位技能基本功，连续多年代表酒店参加海

南省、海口市举办的中餐主题宴会摆台服务技能

大赛，获得众多奖项。

海南新燕泰大酒店

中餐厅主管

王苹
李兴林多次赴全国各地拜师学习面点厨艺技

术，他结合海南当地特色原材料，制作出了昌隆椰

汁糕、昌隆鸭餐包等深受顾客喜欢产品，这些产品

成了琼海小吃的一张小名片。同时，他制作的昌

隆椰香月饼、昌隆斑兰蛋黄月饼、昌隆鸡屎藤月饼

等深受市场欢迎，远销内地和东南亚地区。

琼海昌隆饭店点心
部厨师长

李兴林
王飞负责调整各项生产任务，认真梳理各道

工序衔接。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在人手短缺的情

况下，他总会第一时间冲在前完成生产任务。他

潜心钻研技术创新，把厂里滞后或是淘汰的机器

重新改装，变废为宝，不仅为工厂节省了一定的

前期投入成本，还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

海南品香园食品有限
公司车间技术师傅

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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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规则
1、评选分为微信投

票和评委评审；
2、投票以海南省总工会微

信公众号和海南青少频道微信
公众号票数相加后总票数为准；

3、最后评选结果为微信投
票占比 30%，专家评审占比
70%。

投票规则
1、每天每个微信号有3次

投票机会（转发投票链接可额外
获得2次投票机会），一次最多
可给20位最美农民工投票；

2、投票时间：2019年12月
6日9时到2019年12月13日
23时截止；

3、结合微信投票和专家评
审，最终将评出20位“2019海
南最美农民工”。

为你心目中的海南最美农民工投票啦为你心目中的海南最美农民工投票啦
2019年“海南最美农民工”评选启动 投票截至本月13日23时

为了全面推进农民工工为了全面推进农民工工
作作,,宣传农民工的先进事迹和宣传农民工的先进事迹和
凡人善举凡人善举,,大力弘扬我省农民大力弘扬我省农民
工的优秀品质工的优秀品质,,广泛营造关广泛营造关
心心、、关爱关爱、、关注农民工的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社会
氛围氛围,,让广大农民工更多享有让广大农民工更多享有
体面劳动和受人尊重的获得体面劳动和受人尊重的获得
感感,,深化我省群众性精神文明深化我省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创建活动,,激励人们向上向激励人们向上向
善善、、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凝心聚力凝心聚力，，在建在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再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再
立新功立新功。。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总工会、、省人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明省文明
办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海南
日报社联合开展日报社联合开展20192019年年““海海
南最美农民工南最美农民工””评比活动评比活动。。

截至2017年，符昌京与团队小伙伴共申请

12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5项，创新专利7项；

2018年荣获公司“劳动模范道德奖”；2019年荣

获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在努力钻研技

术、忠实履行职责的同时刻苦学习法学知识，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向着美好的目标不断迈进。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
公司车间工艺主管

符昌京
符小春以园为家，周日到周五都住在园里，

每天早上5：30前准时开始食品检测，除了食品

安全监测，洗菜、切菜、给孩子们分好饭送到教

室，无论是什么工作，她都做得十分仔细。她用

她纯净的责任心守护祖国的花朵，用实际行动描

绘出新时代农民工“最美的模样”。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食
品检测员

符小春
从“双创”到“双巩”，符永利开展打违、“门前

三包”、占道经营等各类执法工作。在防控非洲

猪瘟工作时，他开展餐厨废弃物整治工作，形成

常态化巡查模式。针对无特许经营企业违规收

集、运输餐厨垃圾问题，他坚决严格查处。他用

自己的行动为城市管理工作贡献力量。

海口市琼山区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

符永利
在扶贫计划陷入僵局时，范淑妮劝说在外地

务工的丈夫回到家乡和自己一起创业养鸡，并赚

取了丰厚盈利，成为了本村公司文昌鸡养殖第一

人。在她带动下，公坡镇先后在牛泥坡等村建立

养鸡基地 ，带动20户加入，年养殖文昌鸡的订

单约40万只，实现纯利润约150万元。

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
委会妇女主任

范淑妮
王儒标来自海口一个农村家庭，2000年到

海口港工作。2018年，王儒标在代表海南港航

控股公司参加“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工匠技能交

流中，获得广东省“金锚奖”以及集装箱正面吊司

机项目技能竞赛一等奖。

海口港恒安装卸有限
公司正面吊司机

王儒标
2019年5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

间》，关注了海南省美兰区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保洁员冼少玉拾金不昧的事迹，并以《海

南海口环卫工拾金不昧 万元现金归还失主》为

标题进行报道，点赞了“京兰人”的同时，也点赞

了椰城文明新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员

冼少玉

从一无所知的农村小伙，到公司灵芝栽培、

管理、工艺品制作的技术能手，在脱贫攻坚的路

上李应禄利用自己所长协助公司培训农户、贫困

户相关的菌草产业知识，把相关菌草种植技术送

到贫困户家中，为公司和贫困户搭起了一座精准

帮扶的桥梁，累计带动贫困户300余户。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副厂长

李应禄
林禄卿负责路面的修补和夜间的应急清障，

不论严寒酷暑始终坚守在养护一线，与工友并肩

保障路面的平整和过往车辆的通行安全，是一个

养护工作的多面手。只要有需要他随叫随到，哪

里缺人往哪顶，他还负责定安管理站特种作业车

的操作，并多次获得各类技能大赛的奖项。

海南交控公路工程
养护有限公司定安管理
站养护工

林禄卿
王柏永现年26岁，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

能手，排除球磨机、振动筛、破碎机等各种故障手

到病除。他全年主持编制月检修计划14次，制

定检修规程200余册；主持检修大小项564项。

并多次参与和制定设备改造方案及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为公司节约各类成本数百万元。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石碌铁矿分公司选矿二
厂设备高级主管

王柏永
自2016年当选毛栈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以

来，王胜不断创新发家致富增收项目，实现增产

增收。他为村民出种苗、肥料、农药等，村民只需

出地和劳力。此外，他还提前定价，承诺回收村

民所种瓜菜，保证村民所种瓜菜不受市场价格波

动影响。真正做到风险独担，效益共享。

五指山市毛阳镇毛栈
村支书

王胜
陈君带着白沙贫困户走出一条脱贫致富之

路，他的合作社先后吸收贫困户158户609人，

免费帮助农户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和防疫指导，并

优先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让贫困户既获得分

红又学会一门养殖技术，真正做到“志智”双扶。

2017-2018年共计分红79.808万元。

白沙陈富养殖专业
合作社社长

陈君
秦碧兰自2007年开始加入护工行列，十几

年来，她每天6点起床，给病人做晨间护理，护理

完以后让他们吃饭，接着每两个小时给他们翻身

拍背，下午5点给他们做晚间护理，晚上陪他们

聊聊天，深夜在他们旁边支一个躺椅，病人有什

么事情随时可以找到她……

海口爱之泉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护工

秦碧兰

朱国强出身四川大山的贫穷家庭，他将“不

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从家乡带到了三

亚，从一线的环卫工人成长为公司生产管理中心

的经理。他每年从家乡带出50多名村民到三亚

做环卫工，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就业问题，他们一

道为美丽三亚出力添彩。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
团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中
心经理

朱国强
张不坚，黄龙上村的“鸽子王”。在土地贫

瘠、人少地荒的情况下，他破荒地盖鸽舍、勤摸

索，成立了调楼镇“上村专业养殖合作社”。在村

民质疑声中，2018年初，合作社的第一拨鸽子成

功进入市场实现创收。他发动村民主动脱贫，共

同养鸽，用双手带头致富，用行动赢回信任。

临高调楼镇“上村专业养
殖合作社”社长

张不坚
“90后”的闫书宝，中建三局海南分公司某

项目桩基生产负责人。毕业至今3年时间，已

经独立带领施工完成各类桩型20余种。期间

他带领的工程队，赢得了中建三局“优质分包

商”荣誉称号。在他的心里早已定下了目标，要

争做先锋，打造业内标杆。

中建三局海南分公司
某项目桩基生产负责人

闫书宝
作为一名店长，她始终坚持以“自身模范”去

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全体

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给予他们关心。四年

来，她管理的员工队伍没有一个人离职，并且在

集团的优质服务月快餐事业部的比赛中，服务组

连续四年荣获第一名。

龙泉之星白龙酒店小
康胜店长

邢小平
黄丽辉，一个福建人，却在海南扎了根。从

一个最普通的美发学徒做起，到现在担任海南省

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发师。作为

澄迈中职的老师，他的学生学有所成。他成立义

剪协会，把孤寡老人、特殊儿童等弱势群体作为

重点服务对象，免费上门提供剪发修甲服务。

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教师

黄丽辉

临高县调楼镇“隆道
鹅养殖合作社”社长

曾扬

“用胸前的党旗红，润泽身上的雨林绿。”呀

诺达的“微笑天使”黎天媛在景区做讲解员期间，

热情服务游客。她发挥“旅游助扶贫”的带动作

用，急村民所急，为村民解决就业、农产品销售等

问题，以一个党员的责任和爱心，感动着呀诺达

景区的雨林，感动了黎苗乡村的雨林。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综合办公室主任

黎天媛
几十年来，蓝彩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在三

亚南山“私房菜”馆里，他注重食品安全的第一原

则，从未出现过食物中毒事件；他倡导“低碳厨

房”，制定标准生产流程，切实降低能耗。他把做

菜当做艺术创作，每一盘菜从厨房端出时是一道

艺术作品，呈上餐桌时成了旅客的精神食粮。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餐饮部行政
总厨

蓝彩伦
作为一名汽修工，黎元江修理过的近3000

辆车没出现返修现象，得到客户一致好评。荣获

2010年海南省首届汽车维修与养护技能大赛一

等奖；2013年通过国家汽车维修工高级技师职

称；2015年取得国家汽车维修工高级考评员资

格，并担任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家裁判。

三亚荔枝沟京功汽修
厂技术负责人

黎元江
黎宗兴在三亚市从事公交驾驶工作已经22

年，行驶里程约180万公里。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这22年的180万公里行驶里程中，从未发

生交通事故和违章违规行为。黎宗兴所驾驶的

28路公交从凤凰岛开往蜈支洲岛，这条线路是

他的事业线，也是三亚的风景线。

三亚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驾驶员

黎宗兴
作为安全主管，符志飞不断将安全端口前

移，坚守安全底线不可逾越，履行安全警戒线不

可触碰的管理机制。为了完善景区的安全管理，

符志飞主导公司建立起《蜈支洲岛安全管理标准

化体系》，成为行业安全管理的标杆。他是蜈支

洲岛的守护者。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安委办

符志飞
袁莎莎先后担任收银员、出纳等职。在

2014年全国第六届“银联杯”比赛中，她代表海

南参赛，获得优秀个人三等奖及“全国商业服务

业技术能手”称号，为海南省选手历年来最好成

绩。后来她又通过“求学圆梦行动”取得大专学

历，并坚持自学外语以便服务国外旅客。

三亚夏日百货出纳

袁莎莎

曾扬身体患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加上

沉重的医疗费用，让他陷入困境。但他并没有因

此消沉，主动借力政府的精准扶贫帮扶政策，利

用自己多年摸索的技术养殖“隆道鹅”，很快脱

贫。后来他成立隆道鹅养殖合作社，带领隆道村

民一起养鹅，让脱贫致富不再“等、靠、要。”

扫二维码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