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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仙桃工匠”候选人公示（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美兰，女，1988 年 2 月出生，

武商仙桃购物中心收银组长。在全

市首届商业零售收银结算技能比武

决赛中获得第一名。从走上收银岗

位的第一天起，她就苦练基本功，为

了提高“多指点钞”速度，她用橡皮

筋把自己的四个手指绑成“一条

线”，减少手指间距，提高点钞精准

度，每次练习后，她的手指上留下深

深的勒痕。为了提高输机速度，她

翻烂了商品条码纸，每天敲击数字

键高达上万次。通过不懈努力，她

取得了收银“无差错”和服务“零投

诉”的骄人业绩，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和同事的好评，多次被评为武商集

团“双创先进个人”、“业绩之星”、武

商仙桃购物中心“星级员工”。

刘美刚，男，1963 年 1 月出生，

大专学历，市植物保护局高级农艺

师，省植物保护协会、植物病理协

会、昆虫协会会员，市“12316”和“农

技 110”热线专家。他参与编著了

《农作物病虫害简易测报与防治》、

《棉花烟粉虱测报技术规范》等著

作，其害虫灯光诱杀关键技术推广

与应用获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成果

推广一等奖，“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治

课件”被湖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评为“2017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精品课件一等奖”。他主持参与

国家级科研项目 4 项，在省部级刊

物发表论文15篇，在植物保护和病

虫防控方面受到部、省、市各类表彰

20多次。

刘志远，男，1985 年 7 月出生，

仙桃市长埫口供电营业配网班运检

员。在全市电工技能比武决赛中获

得第一名。近十年来，他一直负责

运维检修工作，在施工现场，以身作

则，勇挑重担，严格执行现场作业流

程；在巡视中，认真仔细地巡视线

路，不遗漏一级杆塔、一处隐患，所

巡查的线路安全率为 100%。他坚

持业务学习，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

最终改进了电缆头的制作方法、配

电变压器的安装工艺和二次线的接

线工艺，多次被市供电公司评为“先

进工作者”。

吴迪，男，1989 年 2 月出生，湖

北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生产部丝网印

刷工段组长。在全市丝网印刷网版

更换技能比武决赛中获得第一名。

自2014年12月进入公司以来，在丝

网工段这个比较关键的岗位上，脚

踏实地，由一个简单的初学者，成长

为该工段顶梁柱。他本人曾获得过

湖北天合“明星员工”光荣称号，所

带的团队曾获得天合光能集团总工

会授予的优秀团队奖。在他的推动

下，丝网工段的产出，由 15w/天提

升至23w/天，太阳能电池片产品率

从 96.9%提升至 97.7%,达到国内行

业中上水平。

张泽平，男，1965年10月出生，

仙桃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修剪队队

长。在全市园林城市美容技能比武

决赛中获得第一名。他参加工作近

三十年来，有二十六年工作在一

线。他将盆景造型艺术运用到日常

的绿化养护、乔灌木修剪等工作中，

通过截、疏、除蘖等修剪方法，修剪

的植物既美观，成活率又高，极大地

提升了城市的美观度。他编写并完

善了2016年、2017年城区花灌木冬

季修剪方案，受到同行的好评，曾13

次被园林所、园林局、市建委评为年

度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十佳园林

人、修剪专家、住建十佳标兵等光荣

称号。

张源远，男，1980年5月出生，湖
北金福瑞生态农业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他从2012年起在澳大

利亚从事澳洲淡水龙虾的研究，从选

种、繁殖、育苗、养成、捕捞、人工孵化

等方面，不断突破，总结出一系列自

创的养殖方法，培育出最值得养殖的

优质龙虾种群。2015年获澳大利亚

专利局颁布的“超级澳龙分段养殖革

新技术专利”。2016年底来到湖北

金福瑞生态农业实业有限公司，研究

澳洲龙虾冬季室内工厂化孵化和繁

育，并取得成功。今年示范养殖

4000亩，为打造杨林尾镇联合垸全

域养殖澳洲龙虾基地奠定了基础。

杨尚华，男，1950年12月出生，

大学学历，湖北楚福油脂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他摒弃传统高温热

炒榨油技术，在全国率先实现工业

化生产，从湖北工业大学实验室引

进油菜籽脱皮冷榨技术，将冷榨工

艺的出油率提高了 5-8 个百分点，

平均每百斤油菜籽多创造了100元

左右的经济效益。湖北楚福油脂

在创建伊始，就秉承“无高温、无精

炼、不勾兑、不调和、不掺假”的两

无三不原则，用匠心造油。他获得

了十四项专利技术，成功研发了富

硒菜籽油，不仅提高了菜油品质，

而且简化了工艺流程，有效地提高

了经济效益。

周学才，男，1975年12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副主任医师，仙桃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湖

北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

员，仙桃市第九届政协委员。在全

市医疗技能比武决赛中获得第一

名。该同志于 2006 年作为人才引

进市第一人民医院，他把病人看得

比天大，擅长诊治各类常见性及疑

难性心血管病，对冠心病、心绞痛、

肺源性心脏病等辨证准确，经他抢

救而捡回一条命的患者有数百人，

他的科室近几年从未出现一例责任

事故。他还在多种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10余篇，获得仙桃市第四届自然

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三等奖。

荣克明,1980 年 6 月出生，大专

学历，仙桃市四达公司高级工程

师、公路工程一级建造师。自参加

工作以来，他一直在工程一线从事

技术管理工作，他勇于钻研技术，

创新施工工法，挑战施工难点。他

主导组建了四达公司丙级公路工

程试验检测中心，创新了江汉平原

沥青混凝土冬季施工技术、水泥稳

定碎石两层连续施工技术、平原水

网地区软弱路基处理技术等工艺

工法，研发了石灰土打桩法，降低

了建设成本，提高了施工效率，保

障了工程质量。

钱锦，女，1993 年 1 月出生，湖

北华美食品有限公司一线职工。在

全市食品包装技能比武决赛中获得

第一名。她凭借自己的求知欲望和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做事态度，不

仅很快熟练掌握本岗位所需的基本

技能，还想方设法调动广大员工，特

别是一线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在提

升自身业务技能的同时，也帮助和

提高了一线员工的劳动生产技能，

特别是食品包装的技能与技巧。她

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结合公司产品，

提升包装技能与速度，能够保质保

量的完成生产任务。她能够遵守公

司各项制度及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任职期间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徐银枝，女，1962 年 6 月出生，

工艺美术师、“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

传承人”，仙桃市银鑫贝雕工艺美术

品公司总经理。她从事贝雕工艺工

作30多年，执着坚韧、严谨细致，创

作了数量可观的精品，并积极向省

市职能部门申报，仙桃贝雕工艺分

别在 2011 年和 2013 年被选入仙桃

市、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参与过各类展览、大赛，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被授予仙桃市“巾帼创新标

兵”、仙桃市首批“文化拔尖人才”称

号，2014年1月入选“湖北省民间工

艺技能传承人”。

袁平，女，1971 年 1 月出生，大

专学历，助理工程师。从业28年以

来，她一直默默无闻地坚守环境监

测工作岗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重复手工与仪器的操作。多次参与

修订了8万多字的质量管理体系规

程，编写并修改了《质量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在全

省环境监测行业举办的能力考核和

业务比武中，她的线性关系操作法

达到 4 个 9 的精度，让同行刮目相

看。在28年的职业生涯中，她所做

的工作和她所监测的数据没有一起

受到投诉，受到省级专家们的赞扬,

多次被市环保局评为先进工作者。

曹仁广，男，1976 年 7 月出生，

山东临沂人，研究生学历，恒天嘉

华非织造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他从事高分子材料、非织造材料研

发工作 20 多年，研发非织造材料

20 多种，共申报专利 13 项，承担了

国家火炬计划两个项目，他主导研

发的 Hi-loft 系列产品有 7 种填补

了国内空白，并成功打入KC、尤尼

佳、花王等世界知名品牌，年产值

1.5 亿元。他负责主导研发的三抗

产品的检测标准，帮助公司年节约

成本 412.8 万元。他承担的产业振

兴和技术改造项目在 2010 年和

2012 年 先 后 获 得 国 家 2950 万 和

400万的补贴资金。

黄爱红，女，1969 年 2 月出生，

仙桃市乖宝宝咨询护理中心育婴

师。在仙桃市第三届育婴员职业技

能竞赛中获得职工中级组第一名。

她始终认为：服务无大小，关键在于

用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

真正难缠的用户。在工作中她始终

牢记“人性化、高品位”的服务理念，

积极参加各项培训，不断钻研业务，

在母婴护理、家庭清洁等方面有了

自己独到的经验：坚持以客户满意

为标准，工作中用心不分神，接待客

户热心不冷淡，对待特殊群体爱心

不避让，服务过程中关心不旁观，碰

到难题耐心不浮躁，帮助客户操心

不推诿，善后服务尽心不留尾，接受

批评虚心不诡辩。

魏胜利，男，1969年11月出生，

大专学历，仙桃市计量检定测试所

容量室主任。他积极参与计量技术

的研究和工作方法的改进，重新设

计加油机检定原始记录，和科室人

员一起制作静电接地线，不仅更加

符合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而且完

善了回油罐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缩短每条加油枪检定时间 20 分钟

左右。在科室成员的配合下，主动

设计和开发加油机计量检定数据处

理软件,并在日常工作中实践,提升

检定工作效率。2017年在全省的加

油机计量双随机比武中,我市加油

机计量检定结果正负误差比为1:1,

全省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