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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规则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 4 月，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发改
委和人行荆门中心支行，组织开展 2019 年荆门市“十大诚信人物”评选活动，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引领诚信风尚，现公布“十大诚信人物”候选人事迹（以姓氏笔画为序），敬请关注。

创建全国文明城 争做诚信荆门人
守护粮食仓储的业界良心
，53 岁，湖北叶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30 年只做诚信事， 从一人公司裂变成近 300 人的小集
团，成为国内粮食仓储设备行业的“领军者”。捐赠 200 多万元
扶贫帮困，享誉“
业界良心、中流砥柱”美名。
叶威集团成立以来，一直围绕着粮食行业“清理筛技术”
“智能仓储”“粮食干燥剂”进行创新发展，获得重大科技成果
20 多项。 开发研制的“物联网粮油仓储集成系统”，取得了 7
项发明专利，是国家粮食仓储业的又一重大技术突破。

丈夫的担保我来还
，68 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七组农民。 她先后
被评为 2013 年“荆门市道德模范”、2014 年“荆楚楷模”、
2015 年
“最美京山人”。
1996 年，她的丈夫黄从德任吕冲村党支部书记，为本村
村民程某担保贷款 3000 元，后来程某因变故远走他乡，导致
贷款无人偿还，黄从德便负起还款之责。 2008 年，黄从德去
世，吕友香不顾自己身体疾病，省吃俭用 5 年，于 2014 年代
夫还清 18 年前的担保贷款余额。

打工八年替夫还债
，40 岁， 屈家岭管理区易家岭办事处回龙寺社区
居民，获 2019 年第一季度
“荆门好人”。 2003 年，刘玉萍夫妇
凭着一手轧钢筋的好手艺， 很快在屈家岭建筑行业内有了很
好的口碑。2010 年，丈夫因病去世，欠下 13 万元外债。她变卖
轧钢筋设备还了 6 万元的外债。 后来的 8 年时间里，她在工地
打零工，还清欠债。
刘玉萍说：
“
做人要讲诚信，钱没了可以挣，但如果诚信丢
了，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道德。 ”

用积分推进诚信建设
，37 岁， 湖北群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说好话有积分，做好事赚积分，见义勇为挣积分。 李格将积分
制管理普及到寻常百姓家，让做好事成为一种快乐。
2003 年， 湖北群艺公司开始全方位推行积分制管理方
法，已开班 200 期，先后在荆门高新区·掇刀区白石坡社区、
漳河新区胜利社区、东宝区新桥村、山东莱芜市官场村等导
入积分制管理。 2019 年向社会捐资 30 万元。
李格身体力行做好事赚积分， 连续 11 年到苏台村走访
看望贫困户。

1.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可进入
投票平台参与投票。
2.投票时间：9 月 11 日 00：00—
9 月 21 日 23：59。
3. 每个用户每天可投票一次，每
次可最多选择 10 位候选人各投一
票。

做老百姓放心的大药堂

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55 岁，荆门市老百姓大药堂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 年 5 月，李明星创立公司，公司先后被授予
“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
“
价格诚信单位”
“
消费者满意单位”等荣誉称号。
他始终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以质量保信誉，以信誉
促发展。 经营中，他建立信用机制，对内高标准严要求，对外
诚以待客；对员工，每月按时发放工资，从不拖欠；对供应商，
每月按时按合同结算厂家货款，受到了各级供应商的高度赞
誉和一致好评。

，40 岁， 荆门中辰太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荆门市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 他把助人当作修行的道场，
在公司关心每位员工，对社会注重感恩回馈。 2018 年增补为
市政协委员，同年当选为省工商联执委。
他热心捐资助学、扶贫帮困，为汶川大地震捐款，为中国
光彩事业荆门行捐款，累计为各项慈善事业共捐款 170 余万
元。组织创城实践活动，参与志愿活动共 41 场，总计时长 162
小时。

教书育人 诚信为本

一辈子做诚信老实人

用诚信构筑品牌

，56 岁，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市容环卫局工人。
2019 年 3 月 17 日，拾到装有 10340 元现金的手提包，
经派出所、银行等接力，顺利找到失主孙女士，被评为“荆门
高新区·掇刀区市容环卫局拾金不昧先进个人”。
陈兆银曾在响岭钢瓶厂工作，2000 年成为响岭装卸公
司普通的装卸工。 2016 年他家的房屋和土地被征收，并获得
补偿款和还建房，尽管衣食无忧，但他始终坚守“诚实是做人
之本”的人生信条，立志一辈子做诚信老实人。

，41 岁，中昆虫业湖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红薯
业京山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京山信用建设促进
会监事长。
他待员工，从不拖欠工资。 忙经营，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HACCP 体系，从来料、过程、成品三个环节 16 道品质管理程
序进行管控，公司获得“中国著名品牌”、“湖北十大名优农产
品”、“
中国农谷湖北好货优秀企业第一名”等荣誉。
个人获“荆门市委组织部把关人才”、“荆门五四青年奖
章”等荣誉称号。

，46 岁，中共党员，湖北荆门外语学校老师。
担任班主任 25 年，所带班级年年成绩名列前茅，被称为
“
转差能手”，所带的班级德育考核合格率、优秀率均为 100%。
李海林说，老师的最高境界是育人。 他认为，每个人都不
能随随便便成功。 对差生，他总爱寻找其闪光点，表扬鼓励增
信心。所带上千名学生，养成了好习惯，无一人违法犯罪。他成
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 2012 年所带的学生张鑫海获得全市中
考状元。

新官也理“旧账”

守信践诺 航特品质

，47 岁， 中共党员， 沙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党支部书记。
十年前，肖孝勇接任县疾控中心领导时，县疾控中心有
着许多欠款。 他组织清理、对账清还，县疾控中心已偿还清基
建欠款 100 多万元、疫苗款 150 多万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诚信做事、诚信做人的信条。
用诚信这把尺子，守住了单位的品质，沙洋县疾控中心先
后被评为
“
全县创先争优红旗窗口党组织”
“
群众满意窗口”。

48 岁，中共党员，湖北航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湖北航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个人荣获
“中国摩
托车工业 40 年十大领军人物”。
奉行“诚实不欺，信守诺言”，航特公司 2018 年获得中国
摩托车工业 40 年优秀供应商。 自 2014 年以来，航特公司累
计纳税 2.13 亿元，连续三年纳税信用等级评定为 A 级，2017
年获评“
荆门市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诚信单位”。 2018 年，航特
公司向漳河镇袁冲村、 麻城镇邓冲村和市健康扶贫医疗基金
捐款 25 万元。

做企业是个良心活
，52 岁，台湾嘉义人，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
会副会长、湖北新美香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6 年在钟祥
创办企业以来，累计缴税 2 亿多元，捐助社会 200 多万元，获
2018 年度
“荆门市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家称号”。
20 多年来，吴朝琴秉承“质量第一，诚信为先”，重诚信守
合同，重质量守信誉，重情义守承诺，重感恩守初心，公司规模
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被评为“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

热心公益 践行诚信

小乐仙的良心烹饪

，38 岁，中共党员，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被评选为“
2018 年度优秀青年楚商”、2018 年“第四届
湖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京山轻机累计纳税超过 12 亿元，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
李健时刻善待众人， 他捐资 1000 万元修建了京山市轻机大
道，赞助举办了首届中国(京山)网球节，捐资支持本地教育事
业发展，对口帮扶钟祥市柴湖镇关山村、宋河镇杨家冲村，还
向西藏山南地区捐赠 100 万元。

，47 岁，湖北小乐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一家小早餐店做起，用 15 年建了 9 家门店，解决就业
600 人，是全市的“爱心企业”“优秀企业”“绿色饭店创建先
进企业”。
“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是餐饮行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我们
必须从心出发， 让我们的食品更安全， 让我们的民众更放
心。 ”小乐仙对食用农产品的原料收购、运输仓储到生产加
工、检验检测，每一个环节严加规范。

企业诚信建设的领跑者

文明窗口的“荆门好人”
，50 岁，市公交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全家五人
（三兄弟、妹夫、侄儿）从事出租汽车行业，人人维护着出租车
行业良好形象。
从事出租客运 23 年，现为公交出租公司鄂 HT1775“雷
锋车”驾驶员，安全行车 200 多万公里，拾金不昧 30 多起，无
一起有责投诉。 他驾驶的出租汽车获省、市“文明示范车”，他
被评为 2018 年第四季度“
荆门好人”。周长艳年年参与“
爱心
助考”公益活动。 2018 年爱心助考期间，儿子突发阑尾炎做
手术，他毅然坚守在接送考生的路上。

不忘初心的“雷锋车队长”
，55 岁，中共党员，市公交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
所驾鄂 HT1891 出租汽车曾获得全省双创“文明示范车”、荆
门市出租车行业“服务先锋号”“文明车”，2015 年 3 月被推
选为
“雷锋车队”队长。
作为“雷锋车队”队长，曾凡华积极带领车队驾驶员，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文明劝导、助残扶弱、爱心助考各类公益活
动。 曾凡华说：我过去是一名兵哥，现在是一名的哥，职业虽
不同，但我军人的本色和品格不变。

拾金不昧好少年

，62 岁，中共党员，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获“荆门市 2018 年高质量发展突出
贡献企业家”“荆门市建设湖北区域性增长极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邵兴祥始终倡导“诚信纳税”，近五年，公司共上缴税收
近 6 亿元。 邵兴祥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公司近几年捐款 1200
万余元积极参与荆门市各种扶贫计划。 在公司内部建立了医
疗互助基金、扶贫帮困基金，公司多次荣获“荆门市慈善爱心
企业”荣誉称号。

，12 岁，现为荆门外校学生。
2018 年 6 月 17 日， 在荆门市实验小学就读的蔡徐梵和
好朋友在熙龙湾湖畔捡到一个黑皮包， 包里有一万元现金和
钥匙、银行卡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他和同伴在现场等候一个多
小时。天黑时，有群人沿着栈道找了过来，蔡徐梵赶紧上前问，
方知是他们遗失的。
蔡徐梵将“常怀感恩之心做人，真诚之心做事”作为座右
铭，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经常帮助孤寡老人。

诚信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做诚信的守护者

，49 岁， 京山开平法医司法鉴定所所长、 司法鉴定
人。
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20 年，无一例投诉，被选为湖北省司法
鉴定协会学术部副主任、荆门市司法鉴定协会专家库成员。 作
为鉴定所机构负责人，他坚持以规范化为抓手、以鉴定质量为
核心，带领机构不断创佳绩。 在 2017、2018 年度湖北省司法鉴
定
“
双随机一公开”督导检查活动中连续两年被省司法厅评为
优秀机构，受到了省厅、市局、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高度肯定。

，53 岁，中共党员，荆门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
他揭露失信商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今年 3 月，被评选为
“
全国十大消费维权人物”30 名候选人之一。
针对失信商家，持续五年曝光，平均每周一次；创办的微
信公众号，点名披露侵权行为 192 次，倒逼 134 家涉诉企业
与消费者达成和解。 曝光频率，位居全国第一，引起的关注量
也是第一。 2018 年，他发起城区楼盘满意度调查，与多家房
产开发商交涉，为投诉人追回强扣的订金 140 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