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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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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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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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茂丽， 现任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管教
民警。 2018年荣获 “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
干警暨首都政法先锋”、 “北京榜样·最美警
察”、 “北京市优秀女民警”、 “北京市十佳
女警”、 “北京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
誉称号。

周茂丽从事监管工作23年， 不仅担负着
严格管理、 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职责 ，
更始终致力于重塑在押人员心灵品格， 既做
到依据 “法治” 严格管理， 对不良行为和犯
罪行径绝不姑息； 又做到体现 “仁爱” 温情
管理， 从人性需求出发， 对在押人员进行着
爱的疗愈， 教育引导她们走出人生迷雾， 走
向崭新未来。 她勇于创新， 总结出 “严、 实、
情、 塑” 四字工作法， 用她的耐心、 细心和
爱心挽救了很多被监管人员。

挽救被监管人员不言弃

王相杰， 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庭
长助理。 2017年先后荣获了 “北京市模范法
官” “北京市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等荣
誉称号。

王相杰作为执行业务部门骨干， 他勇挑
重担、 甘于奉献， 连续四年个人结案数量排
名部门第一， 收到锦旗二十余面， 无超审限
案件， 无一起错案及信访案件。 他承办了大
量辖区内如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 西忠实里
征收等重大敏感案件， 这些案件均系北京市
政府 “疏解整治促提升” 行动衍生的政府征
收案件， 案件执行难度大。 他以高度的政治
站位及精湛的业务水平保障了这些案件的顺
利执结 ， 得到了东城区委领导的高度肯定 。
其优秀事迹多次被北京电视台 、 《CHINA·
DAILY》、 法制晚报等媒体专题报道。

马超， 现任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
整治科科长。 2018年荣获 “东城区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通报表扬个人” 荣誉称号。

马超依据北京市法规， 编制 《东城区户
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管理实施办法》， 并
开发完成东城区广告牌匾信息化管理系统。
调到区 “百街千巷” 办公室项目组后， 他编
制了 《工程管理办法》， 对前期组织、 实施
过程、 资金拨付和检查验收等环节进行了详
细规定， 建立了项目全过程管理机制。 为随
时掌握每项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他走遍了全
部630条街巷， 对每条街巷的整治工程进行
了逐一验收。 调至秩序管控组后， 他以平房
区物业管理为切入点， 不断强化平房区物业
管理监管工作力度， 真正实现了背街小巷管
理人前人后一个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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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宁宽， 现任北京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磨蓝班班长。 2014年荣获 “东城区优秀技能
人才” 荣誉称号， 2016年荣获北京市人民政
府颁发的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技师” 证书。

邱宁宽针对特殊景泰蓝产品研制了新型
平磨活机， 为企业节约设备成本近10万元 ；
针对景泰蓝磨蓝中使用的原辅料进行节约改
造， 每年为企业节约原辅料成本近万元。 他
参与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大型景泰
蓝壁画 《三山五园》， 中国政府赠送联合国国
礼 《和谐共生》、 《和平畅想》， 中国政府赠
送宁夏、 广西等各省市自治区国礼、 北京市
政府赠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型景泰蓝礼品70寸
《普天同庆瓶》 等众多高难度标志性产品的制
作， 获得了各类奖项及各界好评， 为企业和
国家争得了荣誉。

刘琼芳， 现任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制片人、 电影营销及发行部门负责人。

刘琼芳根据国家发展战略计划， 提出并
落实 “在全国三四线城市建立现代电视发行
网络” 的计划， 2008年到2012年， 她共走访
全国8个省近100个县级市， 建立地面发行频
道48个。 她转到电视节目广告部期间， 共参
加各种行业展会100余个， 为公司建立了一个
完整的客户信息网络。 2017年底， 她开创性
地将电影的营销和发行两者相融合， 依靠营
销扩大发行的影响力， 用发行的多渠道反哺
营销。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共发行影片20余
部， 票房总计超过50亿， 举办路演活动超过
300场。 她以坚强的意志力和敏锐的捕捉力，
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众多的优秀作品和文化生
活享受。

赵增科， 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
区税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 2018年被国家税
务总局评为 “全国百佳县 （区） 税务局长”。

赵增科带领全局筹建了全市唯一一个
“营改增临时办税厅”， 方便纳税人办税。 打
造 “东城名片” 办税服务厅， 实现了144项涉
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 66项涉税事项 “全程
网上办”， 符合前置条件的企业注销 “即时办
结”、 新办企业 “当天领票 ” 等便民便企措
施。 推动建立税警联合办案机制， 在全系统
率先启动存量房专项执法督察， 创建的房屋
建筑物资产原值与房产税比对执法督察模型，
在全市税务系统示范推广。 严格发票分类分
级管理， 严把实名办税关口， 对 “潜在卖壳
风险企业” 和 “长期休眠高持票企业” 开展
风险核查。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女职工劳动权益
争议审理庭主要负责有关女
职工劳动关系争议、 劳动报
酬争议及其他女性特殊劳动
保护引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的审理、 裁决等工作， 现
有干部5人。 2019年， 荣获
“北京市东城区巾帼文明岗”
荣誉称号。

该庭是北京市第一家专
门为保障妇女权益设立的审
理庭。 设立 “女工三期绿色
通道”， 确保 “三期” 女职
工权益争议案件， 1-2个工
作日立案， 30个工作日内即
可完结， 实现了案件的 “快
立、 快结”。 建立法律援助、
工会调解、 限企注销三方联
动机制， 为三期女职工提供
免费法律援助和案前调解服
务。 每年依托 “春风行动”
及 “三八维权周”， 组织开
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 联合
多部门走进社区和企业开展
“知法用法大课堂” 普法宣
传活动， 讲解维护女职工权
益的相关法律政策及经典案
例。 自2016年9月成立以来，
累计审结案件2442件， 追回
各类财产损失及赔偿9978万
元， 切实维护了女职工的合
法权益， 解决了女职工最关
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绿化一队
养护班主要负责平安大街、
崇雍大街等多条重要路段行
道树的日常养护管理、 打药
除虫及汛期的抢险工作， 现
有职工 10人 。 2008年荣获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
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该班组以提高职工素质
为前提， 以保障安全生产为
重点 ， 大力加强班组文化
建 设 ， 着力在提素质 、 练
本领、 建队伍、 打基础上下
功夫。 班组始终贯彻 “以人
为本、 为民奉献” 的服务理
念， 在占路修剪或施工中，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给
百姓造成的出行不便。 作为
绿化一队年轻力量的培养基
地， 十分重视职工的技术培
训， 新入职的职工必须在养
护班锻炼学习。 通过书本的
理论学习和到苗圃开展的
实 地培训 ， 培养了一大批
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工作
经验的年轻人。 在工作中，
充分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
范 作用 ， 发挥老同志的技
术优势 ， 团结动员全班职
工， 努力建设成为一支适应
首都园林绿化事业发展的服
务型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