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金玉

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入选理由：以转型带动

北汽福田实现质的飞跃

在王金玉的带领下，福田汽车

坚持走以引领增长为职责的业务发

展道路。17年来，福田汽车通过两
次转型，累计产销自主品牌汽车近

600万辆。在此过程中，王金玉也被
原机械工业部授予“中国机械工业

科技专家”，北京市“双十佳优秀厂

长（经理）”等荣誉称号。在实现中国

商用车销量第一和世界商用车销量

第一的阶段目标后，福田汽车开始

确定 2020年战略目标，进行以世界
级品牌和商用车的领导者为目标的

第三次转型。

15年来，董英作为云南冶金集
团跨越发展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在

改革发展中以一种敢为人先的气魄

和创新求变的态度，不断披荆斩棘，

把许多别人认为的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十一五”以来，企业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超过 1000亿元、工业增加值
近 200亿元、利税总额超过 103亿
元、利润总额超过 55亿元，均为“十
五”总量的 3倍以上，除利润和利税
外，其余年均递增都在 10%以上，成
为地方经济的一面旗帜和行业的典

范。

董英

云南冶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以敢为人先

的气魄助云南冶金跨越

发展

邵安林坚持从支撑鞍钢发展、引

领行业进步、保障钢铁产业安全的使

命出发，提出“自给为主”的铁矿资源

发展战略，致力打造国际领先的铁矿

山企业，主持制定国内规模最大的铁

矿山群建设，主导行业标准制定，增

强与世界矿业巨头抗衡能力，为提升

铁矿石定价主动权，平抑进口矿价格

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制定实施铁矿

资源发展战略，使矿业公司采掘能力

居国内第一位、世界第二位；铁矿石

产量居世界第五位。

邵安林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总经理

入选理由：冶金矿山企

业发展战略的“领航人”

多年来，王国熙在推动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管

理改革和经营改革方面，取得了卓

越成就。2007年，在他的带领下，福
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老国有

企业基础上进行改制。2012年，公
司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我国首

家纯资源培育型林业上市企业。他

首创的村、民、企林业股份合作经营

模式，在福建省乃至全国独树一帜，

是南方集体林区发展林业生产力、

做大做强林业产业的有力尝试。

王国熙

福建金森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林业产业合

作经营模式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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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集团）公司是 2007年 2月在国家

大力推进中央企业战略布局结构调整，和国务院

国资委对中央文化企业战略布局调整的大背景

下，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由原隶属于外经贸部

的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和原隶属于轻工业

部的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两家中央企业联

合重组成立。

联合重组后的中国工艺（集团）公司，以工艺

美术产业为基础，形成了以工艺美术产品、原材

料的国际国内贸易及相关服务、工艺美术文化经

营为主的基本业务格局。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直接

管理的、全国范围内唯一直接从事工艺美术文化

产业经营的中央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工

艺美术文化国有企业，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

中发挥着领头羊、排头兵和桥头堡的重要引领作

用。中国工艺（集团）公司以弘扬工艺美术文化、

振兴工艺美术经济、发展工艺美术产业为宗旨，

以做中国乃至全球最强最大最优的工艺美术文

化产品及服务集成供应商为愿景，始终致力于推

动国际间高端工艺品的艺术文化交流。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是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和中国玩具协会的理事长单位，对行业发展有着

重要的引领力、带动力和影响力；也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手工艺理事会的中国代表、亚太地

区副主席国代表、东亚地区主席国代表，2013年

开始，作为中国在世界手工艺理事会的代表机

构，行使轮值主席国权力，任期 4年。同时还是上

海钻石交易所主要股东、理事长单位；中国工艺

艺术品交易所主要股东、董事长单位；中国黄金

协会副会长、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单位；拥有黄

金饰品、白银进出口经营权；拥有国际珠宝首饰

联合会唯一认可的中国实验室。

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轻

工业百强企业”排名中，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名

列第 14位，并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工艺美术行业

第 1位。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

布的“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和“2012 中国服务

业企业 500强”名单中，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分别

位居第 245 位和第 78 位。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统计学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

业”排名榜上，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名列第 69位。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近年的发展实践使我

们深刻感到，坚持“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是推动

企业持续、健康、快速、科学发展的一条根本经

验。不转型、不改革、不创新，死路一条！商海搏击，

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深知，与先进企业

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还是追赶者，只有付出

更多、跑得更快、做得更好，才有可能实现超越。

即使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也只有不断超越自

我才能继续保持领先。企业既要根据竞争环境的

变化和产业的发展趋势，更新观念，深入研究新

动向和新模式，不断反思探索、发现问题，更要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把事业做强、做大、做精、做优、

做实。

作为中国工艺人，我们追求的是全力以赴，

锲而不舍，加快推进集团公司科学转型发展再上

新台阶、再创新水平！作为中央企业，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有能力，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

我们的力量！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将坚持“稳中

求进、改革创新”的工作总基调和“稳增长、防风

险、促转型、抓改革、强管理、增效益”的工作主线，

以上市为目标，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培

育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益和发展质量，

为集团公司持续、健康、快速、科学发展夯实基

础。我深信，在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朋友们的大

力支持与帮助下，今天将成为中国工艺（集团）公

司迈向明天的新起点，必将再创新辉煌！

中国工艺：
迎来发展新起点
必将再创新辉煌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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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琳

中国电力

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绿色“光明使

者”矢志奉献清洁能源

过硬的工程师背景、百折不挠

的创业精神让李小琳在央企企业家

群体中脱颖而出。不仅要为这个世

界送去光明和动力，同时还要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水蓝天，这份承

诺坚定了李小琳做清洁能源的梦

想。她在多份政协提案中提出有序

规范开发，严格落实法规保障新能

源电量上网，推行分布式发电和微

电网能量管理，制定有关技术标准，

实施税收优惠，大力鼓励技术研发

等建议。这些具有专业性、可行性的

提案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

2009年 1月，司献民任职南航
集团公司总经理。彼时的南航，一方

面要应对金融危机对航空业带来的

严峻挑战，另一方面还要肩负起航

空安全的重压。在他的带领下，南航

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不

断夯实持续安全的基础；通过提供

“优质、可靠、便捷”的服务，致力于

满足并超越客户的期望。 2013年，
南航集团共完成旅客运输量 9180
万人次，居亚洲第一，连续 35 年居
国内各航空公司之首。实现持续安

全飞行 1180万小时，继续保持着国
内航空公司最好的安全纪录。

司献民

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

入选理由：以如履薄冰的

态度践行航空安全承诺

在周中枢任职中国五矿集团总

裁的 9年时间里，他不仅再造了一
个五矿，同时还带领五矿完成了由

传统国有商贸类企业向国际化金属

矿业集团的转型。中国五矿的销售

收入提高到 100 亿美元花了 53 年
的时间，周中枢任总裁后，仅用了 4
年时间就从 100亿美元做到 218亿
美元。目前，中国五矿已经确立“中

国最具优势的有色金属资源商、中

国最大的铁矿资源供应商、中国最

大的钢铁产品流通服务商”的地位。

周中枢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

入选理由：国际化金属

矿业集团的领头羊

邢炜 2003年掌管中国普天时，
企业正陷入发展困境。在她的带领

下，中国普天历经三个阶段的发展，

自 2004—2006 年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和管理体系再造，实现扭亏为盈；

2007—2009年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经营规模和资产盈利能力发生根本

变化；2010—2012 年产业快速发
展，实现三年翻番目标。普天从濒临

绝境中获得新生，实现了健康、可持

续快速发展。

邢炜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十年磨砺带

领中国普天险境逢生

周郑生 2009年任中国工艺（集
团）公司董事长时，恰逢原中国工艺

品进出口总公司和原中国工艺美术

（集团）公司两家央企联合重组后的

关键整合期。经过几年风雨历程，他

带领企业稳步向中高端产业链发

展。自他上任到 2012年，中国工艺
主营业务收入翻一番，国有资本及

权益增长了 247.5%；3 年上缴税额
13.36亿元，企业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行列，在 2010—2013年全国工艺
美术行业 10强企业排名中连续名
列榜首。

周郑生

中国工艺（集团）

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锲而不舍推进

企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

2012年 5 月，格力电器宣布，
公司总裁董明珠正式被任命为格力

集团董事长。在出任格力电器董事

长一年多的时间里，58 岁的董明珠
率领格力的 8万名员工突破营业额
1000亿元，使格力电器成为首家突
破千亿的家电上市企业。2013年前
三季度，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

887.59 亿元，同比增长 15.03豫；净
利润 75.79亿元，同比增长 42.13豫。
2013年 12月 12日，董明珠当选为
201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董明珠

珠海格力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入选理由：助企业成为家

电企业标杆的“铁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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