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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百年路不忘百年路扬帆再起航扬帆再起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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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披荆斩棘
只为城市更美好

随着城镇化迅速发展，保障城市健
康运行的任务日益繁重，加强和改善
城乡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2007 年 3
月，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亚明佳集团”）孕育而
生。

十余年来，三亚明佳集团规模不断
发展壮大，业务已从海南三亚发展到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山西、江苏等
多个省份，是海南唯一一家业务辐射
全国，已在股交中心挂牌，预计五年内
在深交所上市的园林环卫企业，并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上市辅导，发展成为
国内具有竞争力的环境综合服务提供
商之一。

三亚明佳集团主要从事城乡环卫
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城市生
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垃圾
中转站建设等，并通过互联网、大数据
和云平台等创新模式，延伸环卫领域
产业链。同时，环卫运营服务业务通
过与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市政园林绿
化设计、施工及养护、病媒生物防治、
物业管理服务、环卫设备租赁、垃圾填
埋场运营及污水处理等领域，形成产
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为争当环卫事业的“排头
兵”，三亚明佳集团在环卫领域致力于
推广互联网环卫，形成信息化的智能
环卫运营、机械化的高效运营及新能
源化的绿色运营，并向信息科技工程、
新能源投资开发等多元化领域发展。
公司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企业年缴
纳税费 4000 多万元，年营业收入 5 亿
元。先后荣获国家、省、市奖励和表彰
80 余次，并在海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代码：90777）。公司秉承“专业服
务、技术创新、讲求素质、开拓进取”的
精神，以其专业技术、先进机械设备和
严谨的科学管理来服务客户，力求为
客户营造舒适、整洁、优美、和谐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

截至日前，三亚明佳集团注册资
金 5100 万元，现有员工 4000 多人。
拥有各种大型作业车辆 400 多台，中
小型设备 4000 多台。公司技术力量
雄厚，依托物联网技术与移动互联网
技术，积极推进数字环卫智能管理网
络平台建设，率先运营海南省首个智
慧环卫管理指挥监控中心，以云服务
方式，随时为管理者及作业人员提供

“前端垃圾分类、道路清扫保洁、中端
垃圾分类收集运输、末端资源处置利
用”等环卫管理全过程中的重要数据
和所需的服务，对道路保洁人员、作
业车辆等进行实时跟踪、监控和调
度。

1993年，三亚明佳集团创始人、现
任三亚明佳集团董事长陈明从繁华的
广州来到三亚，带着对这座城市的期
许，他留了下来。1996年，陈明从部队
转业到了当地环卫部门，一干就是 10
年。10 年的默默耕耘与经验的积累，
为他创建三亚明佳集团奠定扎实的行
业基础。

2007 年，三亚公共环卫市场化服
务开始试点，于是陈明借此东风，成
立三亚明佳集团的雏形——三亚明佳

清洁公司。从公司到集团，从起步资
金 700 万元到产值 4 个多亿，这是明
佳人十余年来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
硕果。如今的三亚明佳集团旗下拥有
4 个分公司和 7 个子公司，业务不仅
包括园林、环卫，还有管理服务、信息
科技工程、新能源投资开发等多元化
发展。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助推三亚“创文巩卫”

近年来，三亚明佳集团相继购买各
种大中小型环卫设备，包括垃圾压缩
车、扫路车、高压洗扫车、绿化洒水车
等多种特种作业车辆，率先运营海南
省首个智慧环卫管理指挥监控中心，
以云服务方式，随时为管理者及作业
人员提供“前端垃圾分类、道路清扫保
洁，中端垃圾分类收集运输，末端资源
处置利用”等环卫管理全过程中的重
要数据和所需的服务，对道路保洁人
员、作业车辆等进行实时跟踪、监控和
调度。

截至 2021 年 5 月，三亚明佳集团
在三亚、五指山、江苏无锡、山西定
襄、云南芒市、四川泸州、贵州赤水、
重庆荣昌等地区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5200 万平方米、水域沙滩保洁面积
4000 多万平方米、年清运垃圾 70 多
万吨、园林绿化养护面积 90 万平方
米、管理公共厕所 135 座、管理大型垃
圾中转站 18 座、管理分类垃圾屋 75
座。

在经营过程中，三亚明佳集团坚持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企业
凝聚力，带领广大员工营造干净舒适
的宜居环境，助推三亚市“创文巩卫”
工作，投入大量环卫设备及车辆，累计
耗资 2452 万元，清理垃圾 110905 吨，
为三亚市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作出
贡献。

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品质
精心打造宜居城市

每天黎明时分，街上行人稀少，早
起的人们总能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黄
马甲”正在清洁道路，他们就是三亚明
佳集团的环卫工人。“每天都准时到
岗，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要认真
工作，城市干净了，我们的心情更愉
悦 ”“ 公 司 的 每 一 名 环 卫 工 都 这 样
……”这是在街头采访三亚明佳集团
环卫工人时听到最多的话。

每天，环卫工人们不知流了多少

汗、弯了多少次腰，只要道路不洁净，
大家就干下去。“环卫工人太辛苦了，
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用勤劳换来鹿
城的清洁和美丽。”一位退休老干部称
赞道。

“我觉得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的善
良和真诚，以及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
态度。”三亚明佳集团总裁陈云告诉记
者，为助力全市社会文明大行动，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巩固国家卫生城
市成果，该公司号召在三亚的 2000 名
一线员工要以主人翁的姿态捍卫这座
城市的美丽洁净。

每天，2000 名“城市美容师”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为营造美丽、洁净的城
市环境，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暴雨来
袭时，为防止城市内涝，环卫工人趴在
地上，用手掏下水道淤泥；还有环卫工
人拾金不昧收到失主送来锦旗表示肯
定；为助力三亚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环卫工人每天都准时到岗，不
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

城市“面庞”每天洁净如新，凝聚
了三亚明佳集团环卫人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辛勤付出，是他们为这座美
丽宜居城市执着坚守的最好见证。如
今的三亚，在“城市美容师”精心装扮
下，街头巷尾时时勃发无限生机，处处

展现靓丽面貌，一个“洁净美”的品质
家园已悄然出现在了市民眼前。

发展始终不忘初心
积极勇担社会责任

近年来，三亚明佳集团集中人力、
物力，全面开展文明和谐创建活动。
通过一系列强而有效措施，极大地提
高员工素质，推动企业的蓬勃发展。
在企业的发展中，不忘初心，勇担社会
责任，积极参与三亚社会各项公益事
业。

2016 年，三亚明佳集团党支部加
入三亚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队伍，
花费逾 100 万元，先后帮助 19 户建档
立卡户如期脱贫，2019 年被三亚市委
市政府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
体”，并在助残、助学、解决就业领域也
作出贡献，先后向省残联、崖州学子、

“金秋助学”捐献现金 25万元，为当地
建档立卡户、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1000余个。

2017 年、2018 年，向省残联捐款
14 万元，向崖州区困难家庭学子捐款
10万元；每年各大节日，为三亚福利院
儿童送粽子送牛奶；为辖区敬老院孤
寡老人送米送油；组织志愿者为山区

地贫儿童献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积极组织员工抗击疫情，向抗
疫一线累计捐款捐物价值47万元。

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用心用情扮靓鹿城

4 月 21日至 6月 1日期间，三亚明
佳集团创新形式，在全市范围开展了

“烟头换鸡蛋”“垃圾分类进社区”等寓
教于乐的环保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
群众的参与热情。

“愿在党的带领下祖国繁荣富强，
三亚环境越来越整洁美丽，成功通过
2021 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也祝愿三
亚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宁愿一人
脏，换来万家净”“我是环卫人，我自豪
……”在日前举行的吉阳区“两新”组
织书记献礼建党 100 周年访谈直播间
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环卫工人纷纷表
达对园林环卫事业的热爱，对环卫人
身份的自豪。他们的热情感染来自其
他行业的网友，大家留言、点赞表示支
持。尤其是来自三亚的广大网友纷纷
表示，今后将从小事做起，积极践行绿
色环保理念，做好垃圾分类，一起守护
家园，扮靓鹿城。

（黄世烽 文/图）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争当环卫事业“排头兵”

三亚明佳集团员工大合影。

三亚明佳集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
发展，坚持诚信为本，得
到各级党组织、有关部门
的 充 分 肯 定 ，分 别 获 得
2021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

“工人先锋号”、2021 年中
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岗”、2021 年海
南省总工会“海南省五一
劳动奖状”、2021 年中华
妇 女 联 合 会“ 巾 帼 文 明
岗”等荣誉。

■相关链接
三亚明佳集团获得的奖项还有：
2020 年度泸州市创文优秀单位、2020 年度云南芒市环卫先进单位、

2020 年度无锡经济开发区环卫先进单位、2020 年度定襄县环卫先进单
位、2020 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2020 年度 AAAAA 信用
企业、2020 年海南省环境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单位、2020 年海南省模范职
工之家、2020 年海南省五星级职代会、2020 年海南省“工人先锋号”、2020
年海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2020 年海南省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
2020-2022 年海南省卫生先进单位、2019 年海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2019
年三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2019 年三亚市吉阳区先进党组织、2018-2019
年度三亚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2018 年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017 年-2019 年连续三年纳税 A 级企业、2017-2018 年三亚市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先进单位、2017 年“海南省首届诚信示范企业”、2016-2018 年
度海南省诚信示范企业、2016 年中国清洁行业百强品牌企业、2015 年合
江县爱心企业、中国中小企业 100 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中国清洁清洗
行业国家一级资质，多次在博鳌亚洲论坛以及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三亚国际电音节等重大国际赛事活动中提供环卫保
障，具备成熟的赛事环卫保障经验。

三亚明佳集团 2020 年年会表彰先进工作者。 三亚明佳集团党支部被评为 2020 年海南省疫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

▲三亚明佳集团开展走访慰问困难职工系列活动。

◀三亚明佳集团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