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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展劳模风采
初心不变匠心永存

———聚焦东城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先进表彰大会（中）

有这样一群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 为了守住传统手艺， 专注于板寸发型的研究和发展， 创新出了当今社会上流行
的多种板寸发型； 有这样一个班组， 在数码技术的海洋中遨游， 用创新手法拍摄出的黑白照片几乎和传统胶片拍出的效
果一模一样； 有这样一个团队， 关注老人、 残疾人及社区居民的需求， 借助社会资源， 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他们
的故事让人深受鼓舞。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仓务部承担着公司所辖北京
地铁4号线、 大兴线、 14号
线和16号线运营维修所需专
业物资的管理职责， 现有职
工 77人 。 2013-2014年度 ，
荣获 “北京市交通工作先进
集体” 荣誉称号。

该班组坚持以 “审慎商
业原则” 为指导， 采用精细
化的库存管控方式 ， 实施
备 件 的 “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构建 “一站式” 的物
资仓储物流服务体系， 达成
了以优化的库存结构和最
低 的库存成本有效保障物
资供应的目标。 班组中的每
名职工始终保持 “身在仓储
现场， 心系运营维修一线”
的主动心态， 确保发放、 配
送的每一件物料是安全可
靠 的 ， 确保每一次应急需
求是及时准确的， 确保库存
每一个物料品种是账实相
符 的 ， 通过高水平的仓务
服务来保障运营维修的安全
与质量。

截至2018年底， 京港仓
务部部门所辖23台各类特种
设备 （叉车、 天车等） 累计
安全作业已超过 1.64 万小
时； 配送车辆累计安全行驶
里程已逾 54 万公里， 为首
都市民地铁出行的安全便捷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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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
市建设委员会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科主要负责东城区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现有干
部4人。

该科室具体承担着东城
区的中轴线申遗工作 ， 牵
头 编制了 《东城区落实中
轴线申遗工作方案》， 结合
中轴线申遗和我区 “疏整
促” 工作要求， 精心制定腾
退计划、 路径、 方案和补偿
政策。

2017年以来共实施腾退
24处， 目前已完成18处， 其
中太庙、 社稷坛、 天坛公园
腾退圆满完成， 彻底解决了
3处国保文物的长期不合理
占用问题， 实现了全市中轴
线重点文物腾退的良好开
局。 期间， 编制了 《核心区
控规 》 《老城保护规划 》
《历史 街 区风貌管控导则 》
等文件， 形成了东城区较
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体系 。 在 全市率先开
展了区域内历史建筑调查及
保护研究， 对832处历史建
筑逐一勘察记录 形 成 调 研
报 告 ， 为 北 京 市历史建筑
的前期调查、 保护及概念界
定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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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劳动奖章

王泽旭， 现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
学校长 。 先后荣获东城区 “优秀校长 ” 和
“东城区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 ， 2018
年获得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北京市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王泽旭擅长把艺术思维与教育管理相结
合 ， 以美术特色为依托 、 以全面育人为目
标 、 以学校文化为引领 、 以改革创新为手
段， 致力于打造国际化、 现代化美术特色旗
舰校。 学校通过开展 《弟子规》 德育剧、 京
剧表演、 经典诵读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
动，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 在他的
带领下， 工美附中从一所普通中学一跃成为
国家级特色发展试验项目学校， 荣获了 “北
京市学校文化建设示范学校”、 “北京市学
习型组织先进学校” 等多项荣誉称号。

打造现代化美术特色旗舰校
凌杰， 现任北京景山学校教师。 2017年，

荣获东城区教育系统 “身边党员榜样” 荣誉
称号； 2018年， 荣获 “北京市师德榜样”、 东
城区数学 “学科带头人” 等荣誉称号。

凌杰在学校担任教育教学双重工作。 在
教育管理方面， 他善于因材施教， 所带年级
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学风， 实现了 “不让一个
孩子掉队” 的誓言。 在数学教学方面， 他善
于从生活经验出发， 用顺口溜或打油诗帮助
学生找到解决数学难点的方法。 他参与编写
的 《北京景山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
科书六至九年级数学 （教材）》 八册已经全部
编写完毕， 他承担了九章内容的编写。 目前
有四本教材已经通过了教育部初步审核， 将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他用精湛的业务 、
高尚的师德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贾敏， 现任北京宏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实习副总经理。 2016年荣获 “东城区优秀共
产党员” 荣誉称号。

工作中， 贾敏爱岗敬业， 立足本职， 她
利用个人休息时间， 学习法律法规， 了解行
业动态 ， 钻研行政技能 ， 深入分店参与运
营，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运营经验， 掌握了
熟练的专业技能。 作为一名管理人员， 在了
解分店日常工作的基础上， 提出了很多合理
化的建议， 成为了领导的好参谋、 员工的引
导者。 在她的带领下， 宏源公司行政业务部
稳步推进， 部门建设稳步提升。 她协同各门
店、 各部门先后为企业赢得了 “北京市和谐
劳动关系先进单位 ”、 “中国餐饮业火锅十
大品牌 ”、 “清真食品便民先进优秀企业 ”
等诸多荣誉。

凌 杰：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贾 敏：
成为员工工作中的引导者

焦文轩：
注重培训 培养全能人才

甄 军：
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企业发展

耿嘉玮：
致力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好院长

焦文轩， 现任北京国瑞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工程部主管。

在工作中， 焦文轩为确保业主的突发状
况能得到及时解决， 他定期巡查小区楼宇，
严格执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制度。 他身先士
卒、 敢于担当， 无论是车库污水坑排污设备
出现故障还是积水排水口堵塞； 无论是狂风
暴雨还是污臭不堪， 他都冲在第一线， 亲自
对设备进行抢修， 确保小区安全运转。 他勤
奋工作， 认真钻研业务技术， 自主研究设计
出多种节能降耗的设备。 他重视技术培训，
带动部门职工积极参与集团组织的技能竞
赛， 培养大家成为集多工种技能于一身的全
能人才。 在他的带领下， 整个物业工程部形
成了一种勤奋好学的良好风气， 组成了一支
主动学习富有战斗力的团队。

甄军， 现任北京东方嘉诚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 荣获第七届 “东
城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 荣誉称号 ；
2018年， 荣获第五届 “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荣誉称号。

甄军构思创立 “胡同创意工场”， 在京津
冀三地共改造运营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25个
主题园区。 2014年， 他协调与东城区政府合
作搭建了北京东城国际人才创新服务平台 ，
成立了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为文化企业提
供10大类、 45细项服务。 2015年， 他与东城
区第二图书馆探索， 对位于左安门的角楼进
行改造， 建成了角楼图书馆。 他带领嘉诚团
队与地区政府共同搭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
发展中心， 已引入天津、 河北多地基层政府
机构入住， 带来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耿嘉玮， 现任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院长
兼党委副书记。 2017年被评为 “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 2018年被评为 “感动东城 ” 道德
模范。

在学术研究上， 耿嘉玮主编论著及科普
书籍10余部， 发表论文10余篇， 承担或参与
科研项目10余项。 作为院长， 她带领医院在
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先行
先试， 建设成果在全市进行推广； 创建了北
京市唯一一家经医保批准的中医医养结合服
务机构———新中街健康养老驿站； 建立 “中
华传统文化之中医国粹课程实践基地”， 在
中小学开展中医教育课程； 成立 “岐黄治未
病” 工作室， 扎实推进中医药治未病健康促
进工程； 带领专家团队走进基层开展中医药
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