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2020 年 4 月 7 日 星期二 7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厅函

〔 2020 〕 20 号)精神，我市广泛开展了 2020 年自治区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的推荐评选工作。通过各县(市、区)、各行业系统推

荐，桂林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委员会会议研究讨论，中

共桂林市委审定同意，并经 2020 年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评选表彰委员会办公室初步审核，现将我市 47 名 2020 年广西

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4 月 7 日— 4 月 13 日)。对这 47 名

同志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及联系地址、联系电

话，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前邮寄或直接送桂林市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直接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

邮戳为准，地址：桂林市临桂区万福路鼎晟大厦 1540 室，邮编

541199 ，联系电话： 0773-3606102 、3625000(传真)。

公示人选如下：

桂林市 202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

王婷，女，壮族， 1983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在职研

究生，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党办主任、办公室主

任。

简要事迹：她勇挑重担，金融服务成标杆，服务对象

遍及城乡，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出色地完成上级下达的

各项任务指标。工作中敢打硬仗，在抗击新冠肺炎“战

役”中，坚守抗疫一线，精细化管理，拟定方案，组织会

议，积极统筹协调各工作组职能，充分建言献策，成为抗

疫后方坚强的“后勤管家”，为疫情防控和统筹业务发展

保驾护航。所带领集体和个人曾荣获“中国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四星级网点”，广西三八红旗集体、广西优秀共青

团干、广西农合机构青年岗位能手，桂林市杰出青年岗位

能手、桂林市巾帼建功标兵、桂林市三八红旗手、桂林市

银行业优秀基层管理人才等。

王长顺，男，汉族， 1964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

研究生，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高级工

程师。

简要事迹：他首创了“国产圆钢新材料+锻造新工艺”

的“双新”模式，制造成本降低 50% 以上。他创造独特的
“多功能联合攻关小组”工作模式，快速研发出符合宝

马、奔驰、沃尔沃等高端国际客户产品。他将“智能+”与

制造过程紧密结合，实施 3D 视觉自主检测判断系统、智能

诊断系统和电弧增材制造(3D 打印)新技术，成为国内首个

通过国家级验收的数字化锻造生产系统。他牵头成立曲轴

磨削裂纹质量缺陷联合攻关小组，提出“多因素”导致质

量缺陷理论，磨削裂纹报废率从 8% 降低至 1% 以下，解决

了世界性难题。曾获桂林市劳动模范、广西优秀设备改造

成果一等奖。

王玺锋，男，汉族， 1982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

本科，国营长虹机械厂副主任兼总体专业总师，工程师。

简要事迹：他专注于装备、吊舱修理技术研究 13 年，

在国内首创并形成了该型吊舱批量修理能力。他针对影响

部队战训的某型装备“ XX 失联”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

析，圆满完成了空军首长下达的任务，解决了困扰部队十

余年靶训的难题。他精通俄制“卡巴”检测设备，独创故

障诊断操作法，被部队官兵称为“王卡巴”。他研制的某

型装备图像指令专用检测设备彻底解决了关键射频指标定

量测试问题，节约数亿元修理经费，军事效益显著，先后

高效保障全军数十次战训任务，产生数亿元经济效益。先

后荣获 2017 年度“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2019 年
“桂林工匠”。

宁加康，男，汉族， 1984 年 12 月生，大学本科，桂

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供应链总监，工程师。

简要事迹：他带领团队深入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申

请专利七十余项。他担任工作尖研发组长，设计出 150 余

款超声洁牙机工作尖和 50 余款超声骨刀工作尖， 2018 年

产值 3 千万元。 2010 年他主动请缨负责筹建啄木鸟数控加

工中心，至今投入 2 . 3 亿元，引进瑞士、德国、日本的先

进数控设备， 2019 年产值 1 . 5 亿元。 2019 年 2 月起他担

任供应链中心总监，全面负责公司供应链采购、生产、仓

储、品质、物流的管理工作，为保证公司 2019 年 30% 以上

的销售增长提供后勤保障工作。 2009 年至 2019 年荣获 9

次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优秀干部。 2015 年荣获

桂林市五一劳动奖章。 2018 年荣获广西五一劳动奖章。

叶昌榜，男，汉族， 1979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中

专，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吊车司机，技师。

简要事迹：他在本职岗位上认真钻研，苦练本领，善

于创新工作思路解决工作问题，在独山子、四川、云南、

华北、塔里木等多个重点项目中，精准安全地吊装各类设

备 1 万多台套。他为中国石油拿下了全国吊装技能竞赛领域

历史性的首金。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矢志不渝地

奋战在石油施工建设的一线，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先后荣获 2015 年广西技术能手、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
“徐工杯”第四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第一名、 2017 年全国

技术能手、 2017 年桂林工匠、 2018 年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劳动模范、 2018 年第二十一届“广西青年五

四奖章”等。

乔军，男，汉族， 196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专

科，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兴安供电局作业师，高级

技师。

简要事迹：近年来，他积极开展创新活动，先后参与

完成了 300 多项、 1000 多台变电设备的技改、大修工作，

发表论文 15 篇，创新成果分别获得全国、省部及地市级荣

誉 90 余项次，获实用新型专利 24 项，软著 1 项，发明专利

1 项，以乔军命名的劳模工作室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

会、桂林市总工会、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的高度肯

定。“无私奉献，默默耕耘”是他的真实写照，因工作突

出，他先后获得南方电网优秀共产党员、南网创客、南方

电网公司劳动模范、南方电网公司记二等功、广西工匠、

广西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朱剑波，男，汉族， 1976 年 10 月生，群众，大学本

科，桂林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专家。

简要事迹：他一直从事高精度、高性能的伺服驱动器

的设计工作，先后作为主要硬件设计人员参与了几十个项

目的具体设计、调试和现场服务等工作。由他主导开发出

智能风电变桨驱动器，从性能和接口上可完全替代国外进

口驱动器。由他负责设计的项目涉及到国内最大的天文射

电望远镜、远望号远洋测量船，设计的军用驱动器参加了

70 周年阅兵活动，获得了装备方队的肯定。在实际工作

中，严格要求自己，对同事在设计技能和学习方法上言传

身教，共同探讨解决设计中的疑点难题。专业科研技能

强，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在本岗位

上作出了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

刘鹏飞，男，汉族， 1975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

本科，国家一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桂林建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集团董事、直属公司总

经理。

简要事迹：他多次勇挑重担，顺利完成桂林市一批重

大工程施工，以优质高速赢得了客户的赞誉，荣获广西及

桂林市优质工程、安全文明工地等奖项 20 多项，其中桂林

大公馆荣获国家级优质工程。他大力开展管理创效，技术

创新，多次在广西及桂林建筑业树立了质量安全样板示范

工地。刘鹏飞式铝合金外窗防渗安装法、砼楼板二次收

光、组合式钢结构连墙件等系列工艺被桂林市乃至广西建

筑业进行了推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曾荣获

全国建筑业优秀项目经理、国家优质工程奖突出贡献者、

广西建筑业优秀项目经理、桂林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

号。

杨绍斌，男，汉族， 1982 年 4 月生，群众，大学本

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技术支撑工程师。

简要事迹：他研究开发了 CACTI 流量监控系统，能够

实现对客户侧设备的有效实时监控和性能分析，为售后维

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他研发了基于电信 IPPON 结合

VXLAN 技术，完美解决了客户对组网的个性化需求，为公

司节约了大量的投资成本，为充分落实国家“提速降费”

号召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研发了基于无线 VPDN 和

MPLS-L2VPN 技术的应急通信系统，并多次应用于公安、

交警的重大通信保障任务中，有效解决了客户的实际问

题，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和赞誉。曾荣获“中国电信

集团技术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何精华，男，汉族， 1972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大

学专科，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

简要事迹：他严格执行“安全生产领导带班制”，带

领桂林市正阳西巷历史文化地段保护修缮及旧城改造工程

项目部管理人员狠抓安全生产管理和绿色施工，不但保护

好了文物，而且使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部在

2018 年全区重点工程建设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中获“优

胜班组”。他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在公司成立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近两年获 6 项自治区级工法，申报国

家专利 6 项。连续多年获市住建系统先进生产(工作)者，广

西建筑业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广西建筑业优秀建造师；

2015 年获广西五一劳动奖章。

陈诚，女，汉族， 1985 年 5 月生，群众，大学本科，

国电永福发电有限公司值长。

简要事迹：她从一名巡检员走上技能过硬、能力全面

的值长岗位，在工作中实现了人生价值。 2008 年冰灾，她

作为电力生产一线员工，担负起了抗冰保电的使命，在自

然灾害面前勇于担当，为机组安全运行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 2011 年，她发现 300MW 机组三台供油泵运行方式存

在风险，提出改接线的合理化建议，最终排除了设备隐

患，提高了设备安全性； 2016 年代表公司参加集团公司火

电机组 300MW 级集控值班员技能竞赛荣获三等奖，被授予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获得“国电三级奖

章”。由于工作出色，她再次被评为 2017-2018 年度国家

能源集团“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罗青松，男，汉族， 1964 年 5 月生，无党派人士，

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电科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集团

公司第三十四所科技委主任。

简要事迹：他在国防科研一线默默耕耘三十五年，主

持完成军事光通信“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和
“十三五”预先研究发展规划和项目指南论证，主持完成

全军某网光传输分系统重点型号研制，成功为我军新增 7

类 14 型自主研制装备；主持完成机动式快速开设的无中

继海底光缆传输系统研制，及时为反某作战提供了“杀手

锏”装备。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次等，发表论文 40 余

篇，主编专著 1 部，获授权国防发明专利 11 项。

胡天顺，男，汉族， 1975 年 9 月生，中共预备党

员，大学专科，桂林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公交公司平山场

站 11 路线“桂林·熊本友谊号”驾驶员。

简要事迹：他爱岗敬业，苦练技能，服务热情，勇于

创新，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极强的责

任感和荣誉感。 18 年来安全行车 60 万公里无交通事故和

违法违章行为，无责任投诉，无服务违章，工作中摸索出

《“七个坚持”节能减排工作法》，是桂林公交“先模创

新工作室”成员之一，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公交人团结拼

搏、奋勇争先、乐于奉献的道德操守和执着追求，展现了

新时代公交人的先锋光彩。先后荣获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

明单位“职工标兵”、桂林市五一劳动奖章、桂林市“桂

林工匠”等荣誉称号。

宾小芳，女，汉族， 1988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大

学本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支行三农金融部经

理。

简要事迹：她先后获得了广西金融系统银行证券保险

综合业务技能竞赛第 1 名、全国金融系统银行证券保险综

合业务技能竞赛优秀奖、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广西金融五

一劳动奖章、广西金融青年“双提升”岗位能手，广西金

融青年“双提升”十大岗位标兵等荣誉，同时她还获得桂

林银行首届“员工业务技能大赛”会计技能比赛票币计算

第 3 名、票据录入第 4 名，第二届“员工业务技能大赛”

票据录入第 1 名、票币计算第 4 名；桂林银行 2015 年度

优秀共产党员、 2015 、 2016 、 2017 年度优秀员工；桂

林银行“ 20 年 20 人”表彰；她用自己对金融事业的满腔

热爱和执着追求诠释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黄剑，男，汉族， 1978 年 3 月生，群众，博士研究

生，桂林力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研发

总监。

简要事迹：他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在动漫软件技术

领域深入研究及实践，攻克多项行业关键技术，获教育部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省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他

带领技术团队研发了近百款优秀动漫软件产品，并且致力

于动漫软件和地方特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断

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实现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发展，产品

用户规模超过 7000 万人，用户群覆盖全国及东南亚、欧

美部分国际市场，企业经营效益突飞猛进，实现了百倍式

的增长。先后荣获文化部优秀专家、中国游戏行业优秀企

业家、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等荣

誉称号。

黄浩，男，汉族， 1976 年 4 月生，群众，大学本

科，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军工部项目总师。

简要事迹：他在某军贸出口项目中担任项目总师，项

目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技术水平。由于很多技术都

是行业内首次应用，面临国外技术封锁，他在腿部多处骨

折的情况下，不仅顺利完成项目的国内研制，而且在国外

交付过程中，克服很多技术和环境难题，使项目成功交

付，打响了“中国装备”的品牌，项目的应用价值辐射到

国内同类型装备的升级迭代，提升了我国高新电子装备的

技术水准和实战性能。他先后荣获桂林市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梁建新，男，汉族， 1971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高

中，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水泥工段运行二班班组长。

简要事迹：他在工作中敢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

水泥供销紧张、水泥产能跟不上时期，提出增加水泥磨产

能的建设性建议，在经部门领导的审核同意后，带领班组

勇于付出实践，使得产能稳中有加，缓解了水泥供销的巨

大压力，维护了公司的利益，为完成公司的年度指标及全

年公司创收盈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平凡之中见伟大，他以

满腔的热情和实际工作诠释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和

无私奉献，运行二班在他的带领下 2018 年、 2019 年连续

两年获得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生产部优秀班组称号。曾

荣获 2011 年桂林市劳动模范。

粟家辉，男，汉族， 1984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大

学本科，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烟草专卖局(营销

部)副经理。

简要事迹：他注重在实践中积累，在实干中提升，先

后通过行业二级营销师、三级专卖师、三级培训师鉴定，

在 2017 年行业劳动竞赛中，荣获广西区个人一等奖，代

表广西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全国第 26 名

优胜奖，创造广西新记录，获得“烟草行业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在工作中，立足岗位实际，勇于担当实干，不断

创造新佳绩。注重增效创收，突出抓好卷烟营销，提升广

西区内品牌发展动力，拓展税利增收点，为地方经济改革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 2015 — 2018 年度市局(公司)综合

考评中连续被评为优秀员工。

江建平，男，汉族， 1962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简要事迹：他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作为我国橡胶机械装备创新研发的领头人，他始

终坚持技术领先，带领公司跻身全球橡胶机械制造商 20

强，成为我国橡胶装备及工程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先者，为

我国橡胶工业及装备行业创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

后获得桂林市推进工业振兴优秀企业家、桂林市优秀经营

管理工作者、桂林市优秀企业家、桂林五一劳动奖章、广

西青年科技标兵、广西优秀企业家、中国(青岛)橡胶工业

博览会金橡奖“ 2015 年度十大风云人物奖”、中国橡机

行业首届时代精英奖等荣誉称号。

陈剑，女，汉族， 1972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在

职研究生，广西临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经济师。

简要事迹：她是临桂农商银行经营管理的“掌舵

人”，是稳健发展的“守门员”，是履职尽责的“代言

人”。她精心打造临桂农商银行这支队伍，投身经济建设

主战场，完成了农村合作银行到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挂牌，

存贷款连续 9 年每年以 20 亿元的速度迅猛增长，存量稳居

临桂区金融同业第一。在她的领导下，临桂农商银行荣获全

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标杆

银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文明单位等荣誉近百

项。她曾被评为桂林市银行业“优秀管理人才”，先后多次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员工、先进工作者。

陶然，男，汉族， 1963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

本科，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

华润紫竹乳胶事业部总经理、华润集团广西区域工委纪委

书记)。

简要事迹：他率领企业勇于变革创新、积极调整经济

结构，公司 5 年实现利润总额 1 . 46 亿元，上交国家利税

2 . 26 亿元。他成功组织研发国防特种防护手套，开创军

品联动化生产先河。他积极搭建行业技术进步沟通交流和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规范行业产品技术标准，为中国乳胶

行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面对疫情来袭，他带领

企业先后驰援抗疫一线十批 157 . 56 万副医用手套、检查

手套 263 . 6 万只，企业成为国资委央企医疗物资储备
“备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单位。

彭敏，女，壮族， 1978 年 10 月生，群众，大学本

科，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董事长。

简要事迹：她带领公司坚持自主创新，致力打造测量
“航母”，树行业标杆，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智能制

造”，是国内首家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生产

的数显量具量仪生产制造商，自治区首批 25 家“广西智

能工厂示范企业”之一；她勇担社会责任，在“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发挥引领带头作用，为抗疫一线人员捐款

捐物 10 万元；她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带领员工做到疫

情防控、统筹生产两不误，全力夺取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先后荣获 2016 年第四届桂林市优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2018 年度桂林市优秀工业

企业家称号。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