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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明委〔2020〕3号

关于表彰全市 2019年度“德耀日照 系列先模”
先进典型的决定

各区县文明委，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山海天旅游度假

区工委，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文明委的指导下，全

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大力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道德模范崇高精神，各行各业涌现

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先进典

型，形成了崇尚道德模范、学习身边好人的浓厚氛围。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引领风尚，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群体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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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重道德、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019 年市文明委组织开展了

“德耀日照 系列先模”荐评树主题活动，通过群众广泛推荐、

村镇单位审核把关、社会公示监督等程序，严谨有序地完成了评

选工作，决定授予王苹花等 31名同志“敬业奉献”先进典型称

号，授予刘祥忠等 10名同志“诚实守信”先进典型称号，授予

肖涛等 17名同志“见义勇为”先进典型称号，授予金乐新等 23

名同志“孝老爱亲”先进典型称号，授予张俊功、陆平、郑祺等

31名同志“助人为乐”先进典型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矢志不渝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文明道德风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为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市各级各单位和广大

干部群众要大力学习宣传先进典型的模范事迹，学习宣传他们爱

岗敬业、恪尽职守的奉献精神，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英雄气概，

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大爱情怀，重情重义、孝老爱亲的优秀品

格，诚实守信、勇于担当的高尚境界。通过学习宣传，弘扬真善

美，传播正能量，引导人们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使讲道德、做

好人成为人们的普遍价值追求，为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提供坚强

的思想保证、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附件：日照市 2019年度“德耀日照 系列先模”先进典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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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日照市 2019年度“德耀日照 系列先模”
先进典型名单

一、“敬业奉献”先进典型

王苹花 日照市邮政公司邮递员

丁明来 岚山区巨峰镇农技站技术推广研究员

宓宝芬 莒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

闫玉兵 日照市港航公安局南区派出所民警

张 伟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刘桂坤 莒县基层税务分局工作人员

姚倩倩 日照港信息中心生产开发公司项目总监

厉运收 莒县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主任

王冰新 日照市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英语教师

苑光仁 日照港引航站引航三科副科长

徐延明 岚山区高兴镇初级中学教师

贾廷波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副主任

柴 雯 市土地发展集团国丰土地综合治理有限公司

业务三组副组长

范丰娟 五莲县高泽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刘 岗 山海天卧龙山街道大泉沟护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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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召善 五莲县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主治医师

孟凡勇 莒县东莞镇孟家洼村村民

陈安山 莒县供电公司运检部配电抢修班副班长

秦培梅 五莲县高泽街道秦家庄村幼儿园教师

李曰巧 五莲县街头镇下官家沟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张庆国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莒县分公司投递员

刘昌坤 市公安局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分局

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吴冬青 华夏银行莒县支行大堂经理

刘玉玉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法官

田芳园 东港区石臼街道银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宋良方 日照市卓越英语学校校长

徐丽丽 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吕亚春 市环卫集团项目部管理员

安骏宇 日照环卫集团公厕运营服务公司经理

任秀娟 东港区秦楼街道城建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张 娜 东港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二、“诚实守信”先进典型

刘祥忠 日照祥云出租公司司机

张 雷 五莲县检察院工作人员

陈安玉 莒县税务局第二分局职工

王秀兰 东港区第五小学的二年级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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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子莲 莒县子连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 涛 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杜庆莲 五莲县于里镇于里沟村村民

丁兆过 日照公交能源集团城乡一体化公司C501路驾驶员

程中超 莒县第四中学 2017级 16班学生

王 明 日照开发区青青小镇小区居民

三、“见义勇为”先进典型

肖 涛 岚山区岚山头街道甜水河居渔民

孙久奎 莒县库山乡邹家庄村村民

张永高 莒县沭河公园树木养护员

刘胜贤、刘加强父子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街道金家沟村村民

宋晓波 莒县龙山镇前仲沟村村民

袁卫平 日照市行管局公务用车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新昊 莒县小店镇小店村村民

臧家阳、臧涛父子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街道臧家荒村村民

方希学 莒县招贤镇招贤一村支部书记

李斗宜 东港区西湖镇大石头村村民

张世功 莒县洛河镇安岭村人

马广辰、蒋旭浩、贾集锋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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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庆祥 莒县长岭镇课庄小学校长

四、“孝老爱亲”先进典型

金乐新 日照经济开发区大石场村村民

李希英、张永英、丁元瑜、田洪霞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山街道东长河村民

董世玲 莒县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职工

杨宝娥 五莲县洪凝街道育才小学小区居民

迟明伟 华能日照电厂燃供部副主任

陈 媛 岚山区虎山镇中心小学教师

秦四美 岚山区虎山镇秦家结庄村报账员

盛日香 岚山区中楼镇房家官庄村村民

焦钰轩 东港区西湖镇响水河村村民

周加秀 岚山区虎山镇张家结庄村村民

迟玉春 东港区日照街道小香店村村民

张安香 莒县刘官庄镇贾家庄村村民

陈共恩 国家税务总局日照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工作人员

胡顺霞 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小村村民

张 静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退休职工

刘培平 莒县果庄镇中心小学学生

王玉米 五莲县高泽街道黄龙汪村村民

孙雪梅 日照开发区奎山街道青墩村村民

周莲花 莒县陵阳街道上庄社区上袁官庄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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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庆 莒县东莞镇赵家石河村村民

五、“助人为乐”先进典型

张俊功、陆平、郑祺

日照援疆医生救人群体

许洪云 市公交集团 39路车公交车司机

丁明高 岚山区纪委驾驶员

五莲雷锋救援协会

冯文俊 莒县城阳路厨房用品专卖店店主

郑人桀 五莲县松柏镇中心学校七年级二班学生

杨尚昆仑 日照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

张永伟 市城乡公交一体化 C305路车驾驶员

宋仕芹 莒县鸿达客运出租公司女驾驶员

季安献 莒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阎庄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

吴金霞 五莲县税务局税政一股股长

杨明栋 莒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

高守义 东港区香河街道七里河子一村村民

房祥义 莒县桑园镇桑园街村民

刘全美 莒县刘官庄镇徐家庄村村民

柴少君 东港区秦楼街道城建花园小区居民

张永兰 东港区秦楼街道阳光小区居民

于庆富 岚山中楼镇白公山后村村民

郭长海 山海天度假区两城街道肖家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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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峰 日照海洋公园员工

盛纪田 市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有限公司驾驶员

张纪会、李兴彩

莒县人民医院骨科护士

孟广洲 日照市中医医院麻醉科主任

于国帅 东部战区陆军第 73集团军某合成旅士官现役军人

左 伟 日照运总岚山交运有限公司岚山-中楼线路公交司机

王志宇 日照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受理窗口工作人员

刘 涛、陈培娟

东港区秦楼街道生活印象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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