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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首届“大兴工匠”“最美蓝领”出炉

“小小的工匠， 大大的梦想， 每一
次汗水的流淌， 用火热的心去改变世界
的模样……” 日前， 一首 《小工匠大梦
想》 拉开了大兴区首届 “大兴工匠” 暨
“最美蓝领” 选树命名典礼的序幕， 大兴
区总工会正式授予赵辉等10名 “大兴工
匠” 称号， 张建云等8人 “大兴工匠” 提
名。 刘秀兰等10名 “最美蓝领” 和顾春
泉等10名 “最美蓝领” 提名同时揭晓。

为助力大兴发展， 培育、 弘扬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发挥优秀技能人才的
创新引领作用 ，营造 “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的良好氛围，大兴区总工会决定每三
年评定一批爱岗敬业、钻研技术、攻坚克
难、追求一流的大兴区工匠，储备一支知
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为大兴区提供人才资源、 智力支撑和舆
论引领。 通过命名奖励、 典型示范， 肯
定工匠的价值创造， 弘扬工匠的职业精
神， 释放创新创造活力， 推动各行各业
工匠辈出， 为大兴区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了解到， 选树工作自2019年初
启动后， 得到了全区广大职工群众的广
泛关注。 为保证活动顺利实施， 选树工
作分阶段进行，首先由基层工会进行了初
步遴选上报，再由各行业专家组成的“大
兴工匠”、“最美蓝领” 选树工作评审委员
会针对上报材料进行再次审核把关； 网
络投票环节， 在征得候选人同意后， 区
总工会派出工作人员进行了信息和影像
采集， 投票在 “大兴微工会” 公众微信
平台设立专区， 将候选人的简介、 海报、
宣传影片等， 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面向
社会开设投票通道 ， 由大众公开投票 ，
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经由评审委员会综
合上报材料推选出入围答辩环节的人员。

答辩环节公开透明， 由专家评审进
行现场打分 ， 按照综合评审成绩排名 ，
拟定出 “大兴工匠” 和 “最美蓝领” 称
号及提名人员候选人， 在征求相关职能
部门意见后于大兴区总工会官网进行了
为期五天的公示。 最终， 经大兴区总工
会党组决议， 选树出 “大兴工匠” 和提
名人员共计18人， “最美蓝领” 和提名
人员共计20人。

大兴区殡仪馆整容首席技师赵辉 ，
从事遗体整容工作15年， 多次参与全国
灾难性遇难者遗体的善后处置工作40余
次， 发明纸浆纤维和影视灯光头面部修
复技术及体液环保消纳袋等多项革新 。
吕宝山，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十
五分公司总经理兼技术总工 ， 他的团队
完成累计超160万㎡工程体量， 为保障北
京大兴机场 “9·28” 前用电用气及道路
畅通， 他带领团队365天24小时不间断施
工， 提前完成机场管廊六标段的全部施
工任务并交付使用。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医院超声科主任肖保军， 从事超声影像

诊断及介入治疗28年, 擅长乳腺、 心脏及
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及介入穿刺治疗 ，
率先推广新技术40项， 组建超声会诊中
心， 会诊病人5000余例…… “海阔凭鱼
跃， 天高任鸟飞。” 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
上， 他们来自基层的医疗卫生、 文化教
育、 建筑、 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 他们
是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中的一员， 正用实
际行动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
求精的敬业风气。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
主席牛玉俊在致辞中表示， 此次命名的

“最美蓝领” 和 “大兴工匠”， 是大兴区
广大职工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是踏实肯
干、 爱岗敬业的标兵， 他们在岗位上发
挥一技专长， 在企业内引领示范， 在社
会上发挥作用。 他们身上闪现的劳动精
神和工匠精神， 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下
一步， 大兴区总工会将持续开展 “大兴
工匠” “最美蓝领” 宣传活动， 多渠道、
全方位、 立体化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 营造尊重劳动的良好氛
围， 让三大精神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主
体意识和主流精神 。 为创建文明城区 ，
建设魅力新国门贡献更多力量。

荣誉榜
“大兴工匠”称号获得者

“大兴工匠”提名人员

“最美蓝领”称号获得者

“最美蓝领”提名人员名单

赵辉 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
王鹏 北京钧天坊古琴文化艺术

传播有限公司
刘春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吴雪梅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南区
吴书瑞 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

工程有限公司
吕宝山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王敏 北京小学大兴分校
李斌 北京兴华影艺袖珍人艺术团
王小斌 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胡晋领 捍能国际文化北京有限

公司

张建云 北京市大兴区少年宫
刘继达 北京金日恒生科技有限

公司
宋薛礼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

志愿服务协会
吴殿更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
肖保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高腾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佟子川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房宁 北京市大兴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刘秀兰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吕运昌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贾万渠 中军军弘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

周兆儒 北京四海华辰科技有限
公司

廖芳波 北京迪安医学检验实验
室有限公司

曹迪尼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黄浩 北京市城南橡塑技术研
究所

田更玉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李春豪 中军军弘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

徐为亮 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春泉 北京亦庄三羊供热有限
公司

侯鹏飞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刘建超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胡彪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程瑞琪 北京市大兴区保障性住

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张坤峰 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杨海录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赵彩艳 福提园养老院
吴海泉 北京丽家丽婴婴童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陈君红 北京市绿地京城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 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 主席郭金江为医疗卫生领域获得 “大兴工匠” 称号
人员颁奖

大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区文明办主任、 区创城办常
务副主任刘莹为传统技艺领域获得 “大兴工匠” 称号人员
颁奖

全体获奖人员与大兴区领导集体合影

兴丰街道工委委员、 武装部长、
工会主席隗合营为 “大兴工匠” 提名
人员颁奖

大兴区委教育工委委员、 教育工
会主席李志霜为“大兴工匠”提名人员
颁奖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
副主席牛玉俊为教育文化领域获得
“大兴工匠” 称号人员颁奖

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非公综合
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艾冰为 “最美
蓝领” 称号人员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