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黄巍│２０21年 4月 26日·星期一06/07

北北京京经经济济技技术术开开发发区区劳劳模模先先进进人人物物剪剪影影

劳劳动动创创造造幸幸福福 创创新新铸铸就就辉辉煌煌
劳动创造幸福， 奋斗铸就伟大。2020年，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推选出全国劳动模范3名，
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40名，北京市模范
集体6个。2021年共推选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
个、全国工人先锋号1个；首都劳动奖章5个、首
都劳动奖状1个、北京市工人先锋号2个。在他们
之中，既有企业管理者、高科技人才和一线技术

工人，也有机关单位、街道基层的工作人员。他
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艰苦付出， 以高
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忘我的拼搏精神，践行着习
近平总书记“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的指示精神，用
实际行动谱写奋斗新篇章。

从羊肠小路到通衢大道， 从阡陌农田到创

新之城，经开区用近30年的时间，在首都0.35%
的土地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市约20%的工业总产
值……这离不开以劳动模范为代表的经开区广
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而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也将成为激励广大职工群
众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面对经开区
千载难逢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经开区总工会将

围绕经开区“四区一阵地”发展定位，鼓励广大
职工争做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突
出表率； 鼓励广大职工争做弘扬工人阶级伟大
品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典型；鼓
励广大职工用勤劳和智慧解读“劳动美”，以拼
搏和奉献助力实现“中国梦”。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更是新

时代追求卓越、 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无论处
于何种起点、 经历何种挫折， 只要通过努力学
习、勤奋劳动，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中体现灿烂
的人生价值。 广大职工要以劳动模范为学习榜
样，锐意进取、笃行致远，在劳动中创造美好生
活， 用劳动托举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 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没有创
新就没有发展。 张明就是这样一个为企业发
展而敢于创新的人。 他将机器人运动精度控
制在0.2mm以内、 仅用10天就解决一系列机
器人点焊技术难题、 带领团队成功推动铝材
焊接技术发展和汽车轻量化进程……2003
年， 张明进入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十
几年如一日扎根一线， 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
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 先后被授予 “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爱企业好职工”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北京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 他用
自己的青春阅历着中国智能制造的诞生和发
展， 用身体力行谱写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华丽篇章。

从事机器人应用系统生产制造近20年，
经过上下求索、 与时俱进的路上千锤百炼，
张明已成长为一名身经百战的 “技术大拿”，
用辛劳铺满青春年华， 用汗水铸就成长阶
梯。

勇攀技术高峰
让机器人“活”起来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组
装调试科长 张明

用匠心精神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
SMC （中国） 有限公司制造
二部2-4课合理化推进负责
人 尚晓利

2016年度被授予 “首都劳动奖章 ” 和
“北京市政府特殊津贴技师”； 2018年， 被授
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和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 “亦庄榜样”； 成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
“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及 “新创工程高技
能领军人才工作室” ……自2004年6月进入
SMC （中国） 有限公司以来 ， 尚晓利获得
了多项表彰， 可他从未因取得成绩沾沾自
喜， 而是时刻以匠人精神要求自己， 并凭借
自己的丰富经验，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所谓匠心精神， 是敬业、 是精益、 是专
注、 更是创新。 正如诗经中所说的， “如切
如磋， 如琢如磨”， 尚晓利在基层工作岗位
上潜心钻研15年， 不断改善生产方案、 完善
生产工艺， 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多个设备的疑
难杂症， 为公司节省了成本。 而尚晓利也渐
渐在加工制造的这条道路上闪耀出匠人的魅
力和光芒。

助力抗疫昼夜冲锋
“生产突击队”创造新奇迹

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 航卫通用电气医
疗系统有限公司MICT生产
总监 冯健

制定 “复工纪律十条”、 带头紧急组建
“生产突击队”、 24小时内产出第一批发往武
汉的CT器械 、 将团队经验推向全供应链
……冯健是GE医疗的一名生产运营经理 ，
也是一名有着20年党龄的老党员。 自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 她始终奋战在医疗器械生
产一线， 不舍昼夜冲锋在前 ， 舍小家为大
家，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 鼓励、 带动着
身边人， 为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

CT设备的生产， 涉及全球近300多家厂
商和近万种零件。 面对瘫痪的供应链， 冯健
主动寻求政府帮助， 开路条、 出证明， 最终
通过GE供应链专机为北京工厂配送紧急零
部件， 有力地保障了抗疫物资的生产和供应
……疫情之下， 冯健带领团队创造了几乎不
可能完成的速度奇迹。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
稳后， 冯健又带领团队转战 “下半场”， 成
为全球抗疫的生力军。 在她的带领下， 团队
不仅带动了工厂的复工复产， 也将新的工作
方案推向全供应链， 为全球抗疫作出应有的
贡献。

逐梦商业航天的
星辰大海

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
范、 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蔡晶琦

2010年， 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
的 “80后” 女孩蔡晶琦， 放弃了海外待遇优
厚的工作机会， 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怀抱。
当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 她的航天梦想大幕
也从此正式拉开。蔡晶琦主修机械制造专业，
2012年，她加入航天一院研发中心，从事航天
科研工作。2017年10月，她加入北京星际荣耀
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致力于研发高
品质、低成本、快响应火箭， 并提供系统性发
射解决方案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

对于火箭这样一个特殊产品 ， 涉及结
构、 动力、 电气三大系统， 关乎几十个专业
和成千上万乃至百万个零部件。 “严慎细实”
四个字成为蔡晶琦心中的四字箴言。她说，航
天的技术水平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
要指标， 商业航天需要产业的协同合作与共
同努力， 它必将带动国家新太空经济链条的
全面发展。 而自己，也将为此不懈奋斗。

把群众装在心里的
“平民局长”

2020年北京市先进工作
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局长 郑海涛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运行局生态
环境处有一支年轻的队伍， 7名工作人员平
均年龄只有34岁， 他们不仅担负着经开区60
平方公里800余家工业企业、 近3万辆重型柴
油车和移动机械的环境监管任务， 还扛起了
经开区环境质量改善的重任。 早在2017年，
这支7人队伍就获得了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
的光荣称号。

2020年， 通过疫情防控和生态环境改善
统筹推进， 经开区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空气
中四项主要污染物持续下降， PM2.5累计浓
度为37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5.9%， 创有
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 按照建设生态环保
铁军的标准要求， 经过3年的磨砺锤炼， 这
支7人队伍已经成长为经开区生态环境改善
和生态环境安全守护的中流砥柱， 他们用自
己的担当和奉献， 不断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
作出新的贡献。

做新时代
生态环保铁军

2021年全国工人先锋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城市运行局生态环境处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

【经开区】

“对工作抱有敬畏心 ， 负责什么样的
事， 就把它干到最好。”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高级政工师郑海涛将这
句话作为人生信条， 用自己的勤奋指数提升
辖区企业、 群众的幸福指数， 成为了群众眼
中的“平民局长”。多年来，郑海涛先后被组织
安排在开发区工委组织部、工委办公室、党群
工作部、社会发展局、研究室、行政审批局等
不同部门和岗位工作。岗位多变迁、初心永不
改，她把干事创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意
识贯穿在工作始终，“把职业当事业干”，带领
同事推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等工
作任务落地，努力使经开区成为 “审批最快、
服务最好、 环境最优、 体验最佳” 的 “北京
样板”。

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精彩的人生。
每个人的岗位都很平凡， 但正是无数个平凡
的叠加，才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郑海涛用日
复一日地坚守，谱写着人生奋斗的华彩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