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桂琴， 北京绿山谷芽菜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她原是一家外企的金领， 1998
年下岗后带领5名下岗姐妹承包荒山走上了
创业之路， 研发出功能性芽苗菜200多个品
种， 丰富了绿色保健芽菜品种。 2003年，
张桂琴制定了芽苗菜标准， 填补了国家芽
苗菜标准空白。 并获得了全国农村创业创
新优秀带头人、 万人计划领军人物、 全国
三八红旗手、 全国杰出创业女性、 北京市
优秀私营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 她培养
本市农户芽苗菜种植者1500户， 在全国培
养了768名新经纪人 ， 培训社区居民53万
户， 以省为单位建立了33个绿山谷子公司。
现已安排农村失地妇女就业560余人， 辐射

本市妇女、 带动残疾人就业2000余人， 全
国通过张桂琴传授的芽苗菜技术受益者达
3000多万人， 带动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低收入户2000多户。

２０19 年 5 月 17日·星期五
08、09

本版编辑 张瞳 美术编辑 李媛 校对 吉言

弘扬劳模精神 践行工匠精神

Yweekl
美美丽丽丰丰台台

近年来， 丰台区各行各业不断涌现出的劳动楷模与先进集体， 弘扬劳模精神， 践行工匠精神。 工作中， 他们付出辛勤的劳动， 将希
望的种子播撒在这片沃土上； 他们用辛勤的汗水， 浇灌梦想之花在成功的舞台上尽情绽放； 他们行动着， 在建设美丽丰台的征程中， 发
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释放自我价值。 在激情燃烧的五月， 让我们放声歌唱， 来颂扬他们伟大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 让我们用掌声来赞
扬， 他们在丰台各项工作上的付出与贡献。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献礼。

关新民， 新兴际华集团北京三兴汽车
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副部长、 新兴际华集
团劳模工作室带头人，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工作中， 关新民攻克
了不锈钢氩弧焊焊接、 低温铝焊、 铝合金
焊接等技术， 先后荣获 “中国工程建设系
统焊工技术比赛优秀选手奖”、 北京市工业
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 2010年被授予 “中
央企业技术能手” 称号， 2011年被评为新

兴际华集团 “十一五 ”
劳动模范 ， 2014年获得
焊 接 国 家 级 裁 判 员 资
格， 2017年被推荐为北
京市职工高技能人才协
会焊接行业发起人。 他用焊
枪演绎对焊接技术的热爱和
对 “工匠精神” 的理解， 书写敬业、 创新
和执着精神的工匠情怀。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关新民： 用焊枪演绎精彩人生

首都劳动奖章

张桂琴： 用芽苗菜撑起一片天地

徐杰： 专注国防建设军工事业技术开发
徐杰， 北京海格神舟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 他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到国防
建设军工事业技术开发一线， 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突破了多项关
键技术 ， 共主持研制了二十多个国家级 、
军队重点项目， 为我军装备信息化建设做
出了贡献。 2002年至2007年， 作为超短波
项目团队的核心设计师研制出新一代通用
超短波跳频电台等多项产品 ； 2008年至
2018年， 作为技术带头人， 带领团队主持
研制出某网模拟通信系统、 双通道宽带数
字采集分析设备等， 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
“十二五” 预研项目和国家 “863” 项目课

题研究， 其中 “某网对抗技术研究” 荣获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技术已应用于陆
军电子战某型新一代主战装备中。

跟跟着着时时代代节节奏奏 释释放放自自我我价价值值
——————聚聚焦焦22001199年年““五五一一””劳劳动动节节丰丰台台区区获获表表彰彰先先进进个个人人

马芬： 在育人之路上发光发热
马芬，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数

学特级教师， 区兼职教研员、 数学理事会
成员 、 中心备课组成员 、 命题组成员 、
《三级跳》 复习用书编委。 马芬曾获北京市
紫金杯班主任一等奖 ， 北京市师德榜样 、
丰台区人民教师、 丰台区教育系统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 她多次在区班主任培训班
分享带班经验， 班级育人工作得到全体家
长的认可和赞赏 ； 教学中她认真钻研 ，
《两端式学习评价的案例研究》 获丰台区国
家级基教课改项目研究成果一等奖， 市教
学设计一等奖； 她所带数学组荣获丰台区
教育创新先进班组， 她主持的 《新课程背

景下教学方式及教学模式的研究》 课题顺
利结题； 在区高三命题工作中， 她反复钻
研、 积极创新， 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

张伟： 提升村经济 村民获实惠
张伟，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新发地村党

委书记。 1989年8月参加工作， 作为党委书
记， 认真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一边抓党建一边抓经济建设。 在他的带领
下， 新发地三个住宅小区工程项目成功完
成开发建设工作， 目前全村97%的村民全部
搬迁上楼， 全村经济稳步增长， 职工和村
民福利不断提高。

张婉玉： 在在创创新新中中研研发发新新药药
张婉玉，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 她作为公司新药研
发创新队伍的骨干员工， 攻坚克难， 参与
公司重点品种课题专研， 完成多品种的申
报注册事项并顺利取得药品批件， 为公司
的科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参与重点项目
瑞科喜 R注射用尼可地尔药物国内上市研
究入选2014年国家新药重大创制专项； 以
公司产品瑞科喜 R注射用尼可地尔临床研
究为主导的 “具有双重作用机制治疗缺血
性心脏病、 改善冠脉微循环的注射剂研究”
获2016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多品种
品项的注射剂、 口服固体一致性评价项目

启动。 促进了企业技术改造， 为新产品开
发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陈卫松： 取得软件著作权 助力企业发展
陈卫松， 北京达特集成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部门副经理。 他作为公司的技术骨干，
在技术方面勇于创新 ， 先后为公司取得
《制丝线储丝房生产任务管理软件》《制丝线
管控系统软件》、《制丝线与MES系统集成软
件》《生产数据大屏显示系统软件》《片烟配
方库出库烟箱信息识别校验系统软件》等多
项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软件著作权， 为公
司后序市场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慧： 坚持原则 勇担重任
吕慧， 北京丰台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 2008年入职中关村科技园
区丰台园工作， 参与了丰台科技园东区三
期1.08平方公里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和
丰台科技园东区三期部分科技研发地块的
二级开发建设。

工作中 ， 吕慧认真踏实 、 坚持原则 ，
面对困难从不言弃。 她与公司相关人员在
领导的带领下， 使公司成为新政策下首个
园区建设平台公司取得科技研发用地使用
权的单位， 通过自主建设持有楼宇、 自主
招商的方式， 实现丰台区产业发展， 区域
经济增长。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在

公司面临人员不足时， 主动承担了招投标、
公司前期开办手续办理等工作， 为公司的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姜春霞： 创新工作促进企业规范化管理
姜春霞， 北京中关村丰台园道丰科技

商务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姜春霞北
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毕业 ，
现持有人力资源管理师一级职业技能证书、
经济师 （人力资源专业） 职称证书。 在工
作中表现优秀、 积极主动、 任劳任怨， 能
主动为领导和同事分担工作， 姜春霞工作
能力很强， 善于理论联系实践， 具备较好
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 在工作中， 始终
坚持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 定期参
加人力资源课程的培训， 不断提高自己的
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爱岗敬业， 出色完
成公司不同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公司

业务繁忙时， 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投身在
工作一线替领导分忧解难。 工作中也主动
创新， 进一步促进企业规范化管理。

郑小丹： 实业报国 坚持军民融合发展
郑小丹，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她带领公司员工， 以
实业报国为己任， 坚持军民融合发展， 在
神舟、 嫦娥、 天宫等国家重点工程中出色
完成各项配套任务， 多次获得有关单位的
立功表彰和嘉奖， 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区域
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成为丰台区军民
融合产业中的标杆企业。

郑小丹还担任北京市工商联执委、 丰
台区政协委员、 工商联副主席、 青联副主
席等多项社会职务， 同时积极响应 “万企
帮万村” 号召， 并组织企业连续多年参与
各种公益活动。 由于表现突出， 郑小丹被
授予 “第五届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 “民盟丰台区工委2018年
度优秀盟员 ” 等荣誉称号 ， 带领的团队
获得 “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 荣誉称号。

李哲：“税务铁人”的无悔人生
李哲，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丰台区税

务局办公室主任。 在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的进程中 ， 李哲是勇挑重任的 “急先
锋”， 建立每日例会制度， 对标任务清单，
确保改革清单式推进。 顶着烈日前往23个
办公区实地测量勘察， 连夜值守只为新税
务机构挂牌时那一抹税务蓝。

他是攻坚克难的 “排头兵”， 对7万平
方米的办公用房进行全面摸底清查 ， 对
1000平方米办公室进行装修改造， 完成全
局38个内设机构181间办公室的办公用房安
排调整， 以 “功成不必在我， 做事必须有
我” 的信念勇立改革潮头。

他是早出晚归、 夙夜在公的 “税务铁

人”， 父亲刚刚做完手术， 女儿年幼未满百
天， 刚生产的妻子又忽然被检查出肿瘤急
需进行手术， 但是为了改革大局， 他选择
继续奋战， 因为职责所在， 无怨无悔。

安萌： 为为辖辖区区居居民民营营造造良良好好生生活活环环境境
安萌，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

心右安门外分中心党支部书记 、 主任 。
2016年当选为丰台区人大代表，2018年被评
为丰台区“不忘初心，担当有为”优秀共产党
员。 主要负责直管公房的服务与管理。 为进
一步实现城市管理常态化、 标准化、 规范
化， 为辖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安
萌带领团队与街道办事处签订7个小区的卫
生管理保洁服务合同， 小区面貌明显改善。
对所管辖小区堆放的可燃物、 电动自行车
充电实行动态管理， 全年共张贴安全警示
告知书、 宣传单3477张， 清理可燃物78吨，

消除楼道可燃物堆积点， 制止电动车充电
行为、 违规停放行为854起。

谷涛，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丰台分
公司大队长。 他参加工作17年来， 3次受到
个人嘉奖， 1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4次荣立
个人二等功， 2016年被评为北京 “保安之
星 ”， 2017年被总公司评为 “优秀共产党
员”。 他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党和国
家的有关方针政策， 以身作则、 遵纪守法，
充分发挥一名普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团结和带领保安员完成了各项重大辅警任
务。 全年他带领保安员辅警协助抓获各类
违法嫌疑人36名， 卢沟桥地区领导将一面
“平安卢沟记心中， 晨巡夜查当先锋” 的锦
旗送到公司， 感谢他为地区安全稳定做出
贡献。 在业务发展中， 他所在的项目部效
益连年持续增长， 为公司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做出了贡献。

谷涛：“保安之星” 守护一方平安

王凯： 在惠民工程中出力献策
王凯， 北京中都嘉业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经理。 1987年参加工作， 1996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2009年10月进入中都嘉业公
司。 他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 敬
业爱岗， 以公司理念要求自己， 创新思路、
恪尽职守、 以身作则， 认真履行一名党务
工作者的职责， 积极开创工作新局面。 在
工作中， 他深入生产第一线， 与职工交流
思想、 沟通问题； 作为公司负责人， 围绕
“强管理、 抓安全、 保质量、 讲信誉” 的工
作思路狠抓生产。 近几年来， 带领公司干 部职工配合政府完成了多项惠民工程。

代剑峰， 北京中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他具有近20年行业研发和企业
管理经验 ， 是红外成像行业资深研发和
管 理人才 。 曾参与制定GB/T19870-2018
《工业检测型红外热像仪》 国家标准， 主持
研制多款手持型特战夜视侦察的主战装
备和全系列的工业检测型红外热像仪， 大
力推广红外热成像技术在汽车夜视辅助
驾驶系统中的应用， 2017年获得 《产业发
展和创新人才专项奖励 》 。 他主持研制
的将红外热成像、 可见光图像、 激光测距
和目标定位等功能集于一体的手持红外

观测仪 ， 填补了国内红外热像仪应用方面
的空白。

代剑峰： 在红外成像行业中不断创新

付紫雁：“枫桥经验”新时期的开拓者
付紫雁， 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卢沟桥

街道司法所所长。
付紫雁2002年进入司法局工作， 多次

参与辖区疏解整治人民调解工作， 取得突
出成绩 。 她建立健全诉调对接机制 ， 做
“枫桥经验” 新时期的开拓者。 协调区人民
法院建立全区首家“巡回司法确认点”。 她扎
根基层，情系民生，做群众利益的维护者。 她
2018年被市司法局评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先进个人、 “北京市十佳司法所所
长”， 被北京市人民调解协会评为 “最美人
民调解员”。 2019年1月被北京市司法局授

予 “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 提名奖， 被
司法部评为 “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瞳瞳 通通讯讯员员 刘刘晓晓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