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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动模范（45个）

张 杰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
理，高级技师

王莉佳（女）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
司江北供电分公司空港变电运维班班
长，高级技师

刘波平 重庆市厨界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两江新区金开大道分公司技术
总厨，高级技师

程 玉（女） 重庆鈊渝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经理，经济师

刘 平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
司首席技师，高级技师

翁振杰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田 毅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火炮调试工，高级技师

张兴庆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戴渝霞（女）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
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世纪新都党支部
书记、经理

刘永刚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首席技师，高级技师
邢胜福（苗族） 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海外生产技术指导员，技
师

伍洪章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西车辆段货车检车员，高级
技师

聂国祥（土家族） 重庆科瑞南海
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部长

杨 云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班组长，中级工

陆远秀（女） 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
街道人和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太钟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

夏 华 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刘小强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基础研究所副所长、电控
研究所副所长

郭鸿雁 重庆力宏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段 伟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工程师

邓 力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研发中心主任，高级

工程师
刘 勇 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样件工程师，高级技师
刘绍云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李顺清 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盐

井村4组农民
唐桂英（女） 重庆希尔安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监，工程师
姜国强 重庆市南川区腾春蔬菜

专业合作社经理
刘辅波 重庆市璧山区新星果蔬

种植股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技师
郭 平（女） 重庆荣昌兴旺种猪

场场长
蒋丽英（女） 重庆田中秧农产品

股份合作社理事长
谢洋武 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

公司工人，高级工
胡辉淑（女） 忠县橘城养蜂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中级工
杨雪梅（女） 云阳芸山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祥生（土家族） 重庆市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党支部书记

程 颖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秀
山供电分公司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杨向华（土家族） 重庆市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电商协会会长

何文忠（苗族） 重庆市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诸佛乡庙池村党支部
书记

何朝刚 重庆市江津肛肠专业学
校校长，副主任中医师

刘文露 重庆庆铃模具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胡万琪 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桥吊组司机，技师

刘 源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维修电工，高级技师

姚 宏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陈开全 巫溪县环境卫生管理所
环卫工人

郭平牯 重庆多普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工程师

陶永文 重庆金桥机器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廖 明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一线操作工，高级技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22个）

潘建波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体制改革处处长

旷 陈 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
副总队长

周 亮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公
室主任

霍仕平 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五
级职员，研究员

周迎春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党委
副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

毛得宏 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院
长，主任中医师

王导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陈耀凯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
治中心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汪 志 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殓
运科科长

吴 娟（女）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
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厚兵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
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

谢 璐（女）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
市沙坪坝区税务局副科长

陈卉丽（女）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
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杨发英（女） 重庆市铜梁区公安
局刑事侦查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罗旦华 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

庞启渊 城口县委政策研究室工
作人员、修齐镇扶贫干部

王小梅（女） 重庆市丰都县实验
中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高级教师

杨晓云（女） 重庆市奉节县中医
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主任护师

刘 红 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工委委员、副主任

徐小松 重庆市开州区大德镇大
慈中心小学教师，一级教师

柯世民 重庆市綦江实验中学校
教师，高级教师

刘 琳（女） 潼南区塘坝初级中
学校教师，一级教师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重庆市人员名单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李丰耘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
模，是共和国的功臣。11月24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
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充分肯定
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劳动和创造，是对
广大劳动者的莫大鼓舞和鞭策。要大
力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
精神，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
新的历史伟业！

赴京接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基础研究所副所长、电控研究所副所
长刘小强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仍然十分激动。他说，此次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一线劳动者，
让他真切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
重视，“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多次提到

‘终身学习’，强调工人阶级是先进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这指引着我
们要继续在岗位上发挥长处，终身学
习，不断创新，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
好未来。”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我们鼓了
劲、加了油！”全国劳动模范，重庆小康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段伟表
示，要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苦干加巧干，从“想干
事”到“能干事”再到“干成事”，勤于创
造，勇于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争
取再立新功。同时，要干好本职工作，
实现小康集团成为全球智能汽车品牌
企业的愿景。

全国劳动模范，重庆铁马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一线操作工廖明坦言，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
调，要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劳动
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
重要。这一点我深有触动。”廖明说，作
为一名兵工人，使命就是做精品，为国
防事业作贡献，这就需要在工作中发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勤学
苦练，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做一名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

全国先进工作者，重庆市武隆区公
安局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罗旦
华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劳动模范
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将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继续发扬劳模精神，为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感动、备
受鼓舞，为我们基层工会进一步做好关
爱劳模、学习劳模、弘扬劳模精神指明
了新的方向、增添了动力、焕发了激
情。”忠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杨广斌表示，作为一名工会干部，要更
加珍惜工会干事创业的平台，在加强自
身建设的同时，努力推动劳动光荣、创

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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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新闻联播观看了大会的盛况，真心羡慕受到表彰的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们，但也深深体会到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业
绩的不易和艰辛，他们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和人生的楷模。”重庆三峡
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柯应红说，自己将立足岗位，勤学苦练，
增强学习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向劳模看齐，争取能成为他们中的
一分子。

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运营液化工程海波说，作为一名
一线产业工人，他感到十分振奋，浑身充满了力量。今后要以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甘于奉
献的精神，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劳动技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不平凡的业绩，用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为企业增效、为国家能源发展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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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面对中外记者的“长枪短炮”，身着红
色工装的刘丽动情讲述着自己扎根采油
一线27年，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专家
型人才的故事。

24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外记
者见面会上，包括刘丽在内5位新当选的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带来了
各自岗位成才、不懈追梦的故事，在聚光
灯下展示中国新时代的奋斗精神。

刘丽是大庆油田的一名采油工班长，
她研制的“上下可调式盘根盒”，使采油工
户外作业时间从40多分钟缩短为10分
钟，盘根使用寿命从1个月增加到6个月，
目前已在油田范围内推广600余套。她

说：“作为一名普通采油工人，能够通过创
新为企业多省钱、为国家多产油，我感到
十分的自豪。”

在平凡的岗位上，一种强烈的责任
感、使命感，是他们创造不平凡成就的力
量源泉。

“我们中国工人自己不干，谁来干？”
说这话的是潘从明，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
司贵金属冶炼分厂提纯班班长。他所在
企业生产的贵金属用于航空发动机、电子
芯片等高科技领域。

2009年以来，潘从明和团队通过上
千次反复试验探索，攻克了铂钯分离等一
系列关键技术难题，成功研发了铂族金属
绿色高效提取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保障国家
战略贵金属基础材料的供应能力，实现由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梦想。
刘双燕是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

局副科长，但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基
层扶贫干部。已经连续9年在安徽省担
任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的
刘双燕，早已和乡亲们从乡情变成了亲
情，村里的老年人都喊她“闺女”。她说：

“为乡亲们、为贫困群众做一名打工者，是
我最大的荣幸和骄傲。”

在平凡的岗位上，一种持之以恒的精
神在传承，是他们创造不平凡成就的不竭
动力。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
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胡洪炜
被人们称为“禁区勇士”，是世界±800千
伏特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我只想一辈
子把这一件事做好。”胡洪炜说，他一直牢

牢记着这句师傅说过最多的话。
周家荣是贵州钢绳（集团）有限公司

二分厂的一名普通员工，从一个农民娃娃
进厂当了工人，一干就是30多年。这30
多年里他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在生产钢丝
绳上做文章。他先后参与了100余件特
殊产品、重点产品、重要用途产品的生产，
这些产品被成功运用于港珠澳大桥等重
点工程和“中国天眼”FAST射电望远镜
等大国重器。

“最难忘的是，老班长曾说过一句
话——‘什么叫作不简单？什么叫作不容
易？就是要长时期甚至用几十年的时间
认认真真、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情，这
就是不简单，就是不容易’。”周家荣说，30
多年来，他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的。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5位新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的奋斗故事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樊曦

劳模是什么？
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

功臣。
24日，1689名全国劳动模范和804

名全国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表
彰，代表全体劳动者接受党和国家的最高
礼赞。

新中国成立以来表彰了多少劳模？
劳模是怎样评选出来的？如何才能成为
劳模？

多少劳模受到表彰？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一
个国家的非凡成就，总是由点点滴滴的平
凡人物汇集而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
个时期，以劳模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平凡的双手创
造不平凡的梦想。

2020年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大会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全国总工会
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介绍，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评选表彰劳动模
范，1950年至今先后召开16次表彰大会，
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超
30000人次。

据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
劳模表彰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原计划今年“五一”国际劳动
节前夕召开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因此推

迟。
24日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共表彰2493名人选，其中
全国劳动模范1689名、全国先进工作者
804名；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1192人，
占 总 人 数 的 47.8% ；农 民 500 人 ，占
20.1%；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801 人，占
32.1%。

李玉赋表示，与往届相比，此次表彰
提高了一次性奖金标准，同时还重新设计
了奖章。新设计的奖章，通径从55毫米
扩大到60毫米，凸显了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
彰显了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的示范引领作用。

劳模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劳模评选是一项极其复杂严肃的工
作。以此次评选工作为例，2020年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
知，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党中央、国务
院专门成立2020年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

李玉赋介绍，筹委会办公室发挥统筹
协调作用，各相关部门和成员单位积极协
同配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2月，制定印
发《推荐评选工作有关政策说明》，指导各
单位做好人选推荐工作。

3月，召开筹委会办公室会议，根据疫
情防控实际情况研究部署工作，指导各单
位上报推荐材料并进行初审。

5月，基本完成初审工作。
6月，指导各地认真做好省级公示及

后续工作。
7月，基本完成复审工作。
10月15日至19日，在人民日报进行

为期5天的全国公示。
10月21日，中央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筹

委会全体会议，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
报，审议通过拟表彰人选名单，对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出明确要求。

11月，将拟表彰人选名单呈报党中
央、国务院审定。

其中，如何确保评选表彰工作公开、
公正、公平？

“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即实
行初审、复审两次审查，在所在单位、省级
和全国进行三级公示。在推荐审核所有
工作环节中，严格评选标准，严肃评选纪
律，认真处理举报事项，该调整的调整，该
拿下的拿下，确保人选能够树得起、立得
住，经得起检验。”李玉赋说。

如何能成为劳模？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是劳模
精神，也是成为劳模的必备条件。如今，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
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只要有
想法、肯干事、敢创新，任何人都有机会成
为劳模。

受表彰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李玉赋说，此次受表彰人选符合党中
央、国务院确定的推荐评选条件，具有以
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先进性。
人选都经过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认定，基
本上具有省部级表彰奖励的荣誉基础，并
且近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创造
了突出业绩，其中有200余人在脱贫攻坚
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有358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
受表彰人员中，中共党员2015名；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158名；女性578人，占
23.2%；少数民族226人，占9.1%。人选
基本涵盖各个领域和行业，尤其是来自基
层一线的比例较高，其中一线工人和企业
技术人员847人，占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
者的71.1%，比原定比例高出14.1个百分
点；农民工216人，占农民人选的43.2%，
比原定比例高出18.2个百分点；科教等专
业技术人员、科级及以下干部661人。

三是选树了一批抗疫先进典型。按
照筹委会统一部署和要求，推荐评审出
300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先进
个人，他们逆行出征、无私无畏，作出了突
出贡献。

“今后要更加关心关爱劳模和工匠人
才，加强服务管理工作，为他们发挥作用
创造更好条件，推动更多劳模和工匠人才
竞相涌现。”李玉赋说。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探秘：如何评选出劳模？怎样能成为劳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
樊曦 刘夏村）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动
员广大职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贡献智慧和力
量，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召开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向
全社会公开发布2020年“最美职工”先进
事迹。

孙泽洲、白玉晶、刘丽、王曙群、刘双
燕、胡洪炜、熊桂林、潘从明、赵新录、帕
夏古丽·克热木等10人，是2020年新当
选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
常年奋战在基层一线，有的致力于月球
和深空探测领域研究和工程实践；有的
以“宁脏我一个,幸福千万家”为供排水
工作默默奉献；有的在生产一线成长为
石油领域专家；有的助力“神舟”“天宫”

“天舟”飞行器圆满完成空间交会对接任
务；有的主动扎根农村决战脱贫攻坚；有

的面对疫情毫不退缩，保障雷神山、火神
山医院用电安全；有的不畏艰险，在疫情
期间为偏远乡村打通“爱心邮路”；有的
刻苦钻研从冶炼“废渣”中提取稀贵金
属；有的肩负着保护藏羚羊、维护生态
文明的神圣使命；有的带领乡亲共同致
富……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攻坚克
难，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努
力成长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在全社会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主旋

律，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风采，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汇聚起了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营造了
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
围。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
行，现场播放了“最美职工”先进事迹的
视频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
的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全国总
工会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了“最美职工”
证书。

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2020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李丰耘）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开，重庆共有67人接受表彰。其中，
全国劳动模范45人、全国先进工作者

22人。
据了解，他们来自农业、工业、商

贸、金融、教育、卫生、公安、交通、社区
等各个领域，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
他们始终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积极

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高度的敬业精神、忘我的担当
进取，生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
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
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以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创造性劳动体现了责任担当、创
造了突出业绩、赢得了崇高荣誉。

据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由党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每5年评
选表彰一次。

重庆45人获全国劳模
22人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