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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党委副书记
日照市保安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凯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企业文化部部长
威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山东鲁信文化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纪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专责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副总政工师、宣传科长、信访办主任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综合部经理
莒县经济开发区妇联主席、党群工作部综合科科长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主管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高级主管
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总经理
深圳市版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发展战略总裁
深圳市星银医药有限公司文化宣传部经理
中国烟草总公司深圳市公司党建工作处处长
中国烟草总公司深圳市公司机关党委委员、
办公室（外事办）主任、
第一党支部书记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深圳鼎晟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深圳市晶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启宇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新语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新生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部副部长
深圳大梅沙水上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水贝万山珠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天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主管
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与品牌传播部总监
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深圳东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通商文商文化产业投资（南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移动辽宁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国电东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专务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际华三五二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综合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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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企业文化主管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卷烟厂制丝车间乙班切丝组组长
沈阳玫瑰大酒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尖山铁矿党委书记、矿长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能源动力总厂党群工作部宣传干事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热轧厂党群科宣传纪检干事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企业文化建设课题组成员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广播电视台台长、企业文化建设课题组成员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太重新闻》编辑部编辑、记者、企业文化建设
课题组成员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公司党委书记
大同煤矿集团大唐塔山发电公司党委书记
大同煤矿集团日报社社长
大同煤矿集团麻家梁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理论主管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外宣主管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宣传主办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赵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溪煤制油分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慈林山煤业公司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五阳煤矿矿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漳村煤矿矿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漳村煤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庄煤矿宣传部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村煤矿矿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村煤矿宣传部部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余吾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司马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马煤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马煤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河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河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河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河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慈林山矿矿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文化办主任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后勤中心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运公司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余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宁煤业公司党委书记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村煤矿宣传部部长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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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工会主席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工会主席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泓公司党总支书记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恒通化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兆丰铝电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岩土公司党总支书记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升华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太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干事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宣传干事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西五建集团建安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山西广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干事
山西省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助理
山西省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助理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
西安中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陕西延长石油西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陕西奇点品牌策划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陕西美心环境标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陕西灞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高级业务主管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办主任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新闻中心主管
湖南建工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新闻中心主管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理事长
安徽省企业经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宿州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安徽铭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煤矿山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安徽企业文化网总编
安徽皖银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皖北煤电集团
安徽仁裕食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
淮北矿业集团

2018 年度企业文化建设优秀理论成果（82 篇）
《关于核心价值观与岗位职责深度融合的思考》
——作者：
太重企业文化课题组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深耕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
吴文生、徐庆泽、韩吉平、王冬冬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有效发挥儒商诚信文化对企业管理作用的探索》
——作者：
刘慧云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小果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王观生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建塑尊严文化 厚植发展根基》
——作者：
陈家忠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企业文化生根 4R 路径》
——作者：
王谦修 北京智益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举旗帜 聚民心 育新人 兴文化 展形象 凝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
李安平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党企互动 发展共赢 打造岚桥集团文化品牌》
——作者：
于晓波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以文化力锻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动力》
——作者：
张红芳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副总政工师、
宣传科长、
信访办主任
《供电企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
欧安杰、陈琼娜、梁迪孚、傅利、党燕萍、方颖之
《重组企业文化融合与特色文化培育研究》
——作者：
周宏威
《以特色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促进思想政治工作》
——作者：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采取立体员工关爱模式 促进健康型组织建设》
——作者：
路军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时代国有企业做好 80 后 90 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
——作者：
卢颖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构建融媒体传播体系，
实现企业品牌价值转化》
——作者：
路军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公交服务供给侧改革中提升公交服务质量和员工获得感的持续探索与实践》
——作者：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沈币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抓共促的实践探索》
——作者：
于淼 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家教家风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发展》
——作者：
袁会敏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企业文化建设，
挺起新时代的精神脊梁》
——作者：
王创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深入开展文化管理 把核心价值观培育成企业最强竞争力》
——作者：
丁永平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副董事长
《对持续推动太重核心价值观考评必要性再认识》
——作者：
王原生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山西焦煤集团加强企业文化融合建设的思考》
——作者：
杜鹏程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党支部书记
《发挥融媒体独特优势 提升企业文化与品牌传播力》
——作者：
赵春田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理论主管
《互联网时代煤矿企业文化创新与自主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
王艳军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五阳煤矿党委书记
《双三模式助力企业文化高质量发展》
——作者：
张日林 山西潞安集团高河能源公司党委书记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好“五个融入”
》
——作者：
李怀明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矿党委书记
《新时期新形势下国有建筑企业文化建设的新思考》
——作者：
邢六斤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
“中国酒魂”
信仰体系助推企业发展》
——作者：
柳静安、冯文静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浅析煤炭企业中以全球竞争力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
武玲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化爱企教育 凝聚干事合力》
——作者：
董晋峰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古书院矿
《强化企业文化建设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作者：
王小杰 山西潞安集团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深入开展一观一理念三风铸魂工程 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发展动力》
——作者：
王小军 山西潞安集团王庄煤矿
《把政治文化作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第一要务》
——作者：
李雪芳 山西潞安集团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借力企业文化丰富党建政工内涵构建》
——作者：
张科 山西潞安集团郭庄煤业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理念文化“三讲、三重、三闭合”
工作法》
——作者：
安燕 山西潞安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以敬业度评估为抓手 扎实推进企业文化工作提档升级》
——作者：
杨毅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发挥网络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拓展企业文化工作的新领域和新阵地》
——作者：
崔双龙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纪检监察必须做到“民不告官也究”
》
——作者：
苏建楠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二矿纪委书记
《围绕“六项建设”创建优秀企业文化》
——作者：
樊佳鑫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二矿
《着力构建“412”
人才培育管控体系 力促阳煤“1+9”
企业文化中“争先文化”落地生根》
——作者：
张丑明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五矿
《新媒体时代对煤矿安全文化教育的影响》
——作者：
周智新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新景公司
《以文化化人 以文化强企》
——作者：王学文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新元煤炭公司
《构和谐劳动关系 建美丽“职工之家”
》
——作者：
吴淑霞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思想导航 文化引路 行动制胜 拥抱未来》
——作者：
张军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建筑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初探》
——作者：李金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企业品牌文化的传播与落地》
——作者：
周田溆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全力打造“家庭+学校+军队”
三位一体的核心文化》
——作者：
李月玲 山西广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以先进文化为引领 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
——作者：
郑翔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领导干部学习能力的思考》
——作者：
刘晓霞 山西国际电力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文关怀研究》
——作者：
李佳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用好“家文化”助力企业发展》
——作者：
徐莹 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简论新时期企业新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
——作者：
田渟
渟 山西国际电力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企业文化创新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力》
——作者：
舒宇明 山西国际电力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以行为规范推进文化落地的探索和实践》
——作者：
王浩渊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长平公司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有效激发矿井发展活力》
——作者：
赵彩碧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成庄矿
《用奋进精神坚定攻坚发展决心》
——作者：
何彦琪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天源、晋丰公司

《关于把“三基”
建设融入企业文化当中 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
——作者：
高安平、赵帅峰、王晋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供电分公司
《精准定位高标准文化执行》
——作者：
郎翠萍 山西潞安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夏店煤矿
《移动互联网时代创新企业党建和企业文化工作新模式》
——作者：
郝旭雁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形势下做好煤矿企业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作者：
李冬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融合》
——作者：
李军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亲情文化对构建企业安全文化的作用分析》
——作者：
宋玉冬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新景公司
《试论国有煤矿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策略》
——作者：
康宏亮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新元煤炭公司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作者：
史哲峰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发供电分公司
《论新时代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作者：
兰洁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时代下如何加强建筑施工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
杜甜甜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党建工作为载体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
李岩峰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全要素管理理念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
李云霞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探源——建设“六立文化”铸就“兴企之道”
》
——作者：
蒋晓强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积极践行“主动作为 一次做好”打造知行合一工作理念》
——作者：
王丹飞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发挥“五坚持、五同步”党建优势引领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
杨建忠 榆能集团
《产品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作者：
罗芬 陕西奇点品牌策划设计有限公司
《创新文化是企业活的灵魂》
——作者：
朱惠初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建设“和谐湘煤、廉洁湘煤、高效湘煤”构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基石》
——作者：
廖建湘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深化校企合作,全方位立体化提升工科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作者：
杨秀英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美好与公益同行》
——作者：
王萍 湖北美好社区志愿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以文化人 以文聚人 构建淮选特色文化体系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作者：
淮北矿业集团淮北选煤厂
《以文化人 凝心铸魂 谱写“一矿两井”
新篇章》
——作者：
淮北矿业集团朔石矿业公司
《深化文化建设 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
苏章胜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代企业管理 要以人为本》
——作者：
王颖、李永成 安徽省企业经营与管理研究会
《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塑造宿州煤电的发展》
——作者：
岳耀民 安徽宿州煤电集团
《节点自治：
成就员工自我管理》
——作者：
刘鹏凯 江苏黑松林粘合剂厂有限公司
《论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
许益刚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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