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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企业文化建设典范企业、先进单位、功勋人物、
优秀工作者、优秀班组、优秀理论成果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2018 年度企业文化建设典范企业（86 家）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
海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山东兴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凯达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方宇商标有限公司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保安发展有限公司
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国御坊商贸有限公司（云茶之邦实业有限公司）
马天奴时尚（深圳）有限公司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多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银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深圳市公司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鼎晟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启宇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语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新生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大梅沙水上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贝万山珠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印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顺德供电局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昌华海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茂名石化公司
伟创力(珠海)工业园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星河湾集团
廉江市人民医院
茂名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泰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隆基集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矿山建设集团
宿州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长江商报社
湖北冠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融泰高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美好社区志愿者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度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141 家）
沙钢集团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公司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
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环能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乳山市供电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
济宁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威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智益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卓高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深圳市版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东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沈阳销售分公司
沈阳和佳道桥工程有限公司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卷烟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
沈阳一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东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市分公司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能发伟业铁岭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沈阳玫瑰大酒店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忻州窑矿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马脊梁矿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山煤矿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雁崖煤业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村煤业公司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长平公司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天溪煤制油分公司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铁运公司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寺河煤矿二号井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赵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党校
山西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五阳煤矿
山西潞安集团漳村煤矿
山西潞安集团王庄煤矿
山西潞安集团常村煤矿
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后勤中心
山西潞安集团铁运公司

山西潞安余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李村煤矿
山西太钢鑫磊资源有限公司
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钢二厂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尖山铁矿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阳煤集团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阳煤集团寿阳开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升华实业分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输部
阳煤集团阳泉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企业再担保有限公司
山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广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旭日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
西安中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奇点品牌策划设计有限公司
巴黎星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西安市亿丰资产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星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美心环境标识有限公司
陕西灞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人人聚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威胜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达美汽车云商集团有限公司
大汉供应链有限公司
新化大汉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邵商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沙沱发电厂
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铭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企业经营与管理研究会
安徽企业文化网
安徽皖银物联科技股份
淮北矿业集团淮北选煤厂
淮北矿业集团朔石矿业公司
安徽仁裕食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弘卓珠宝有限公司
武汉荣生轮转印刷有限公司
宏碁
碁中国中南区
武汉熙炎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企业文化建设功勋人物（42 人）
武华太
刘 伟
黄 亮
李湘平
裁
李秋喜
相荣涛
田 林
金立柱
赵爱国
陈家忠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泰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党委书记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总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兴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日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威海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宏新
薛百忠
陈 剑
孙 雷
刘 涛
韩瑞平
王廉敏
丁永平
王志清
张虎龙
孙 波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长
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瑞琦 深圳市委委员，
深圳文联党组书记、
主席，
深圳市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会、
深圳市企业文化研究会会长
贾 帅 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聂宏凯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郭秀玲 深圳市安多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经燕 深圳市雅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世林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李儒昌 广东昌华海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Gerhard Zebe（歌哈·兹比） 伟创力(珠海)工业园总裁
雷宣云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杨柳明 廉江市人民医院院长

刘乃英
秦本平
赵 勇
刘华国
孙仕淮
尹建国
周军军
廖建湘
杨 明
王明胜
胡 荣

茂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陕西榆能集团党委书记
银桥集团董事长
国花瓷西凤酒公司董事长
陕西成长集团董事长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安徽仁裕食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8 年度企业文化建设优秀班组（48 个）
江苏黑松林粘合剂厂有限公司水基胶生产班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中心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 AMIGO 孟加拉房建项目部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底吹炉乙班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部车辆中心架大修部电子电器工班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客运三分公司站务三部老街站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中山石岐供电分局客户服务班）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宿迁收费站
中国航发动力所装配研究室某项目组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卷烟厂卷包车间细支班组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特种加工车间热处理班组
沈阳一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汽车修理中心经营项目部
国电和风锦州北镇风电场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轨道交通公司 车轮二厂锻轧小组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矿山设备分公司 焊接厂装焊二组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能源中心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冶铸分公司炼钢厂 冶炼工部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冶铸分公司铸钢厂 造型一工部
大同煤矿集团马脊梁矿 综采一队张慧班组
大同煤矿集团麻家梁煤业公司 大型一队主井提升绞车组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寺河矿 综采一队生产三班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沁秀公司 岳城矿机电队首站班组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铁运公司 车务段运行一队
山西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池分厂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五阳煤矿南丰工区副井提升班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公司 通风队瓦检一班
山西潞安集团高河能源公司 综采一队
山西潞安集团慈林山煤业公司 慈林山煤矿服务队
山西潞安集团慈林山煤业公司 夏店煤矿服务队
山西潞安集团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综采队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质监部运行一班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热动车间检修班

山西潞安余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运行部运行二值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动力总厂输配作业区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热轧厂热轧作业区丁班
阳煤集团一矿 综采五队一班
阳煤集团新景公司调度室 综采三队一班
阳煤集团新元公司 综采队三组一班
阳煤集团平舒公司 综采一队检修班
阳煤集团兆丰铝电公司发供电分公司 第二热电厂锅炉车间电焊组
阳煤集团华越公司 采掘修理厂钳工一组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兴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炼焦车间热工工段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隆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炼焦热工工段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化验室甲班
山西五建集团建安工程公司
株洲大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株洲大汉物流党支部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燃烧部件事业部导喷中心焊接班
宿州煤电集团界沟煤矿综采一区孙玉发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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