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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

关于表彰 2019—2020 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决定
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
省级城市和中心城市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
企业家协会，各全国性企业团体，直属企业会员单
位，
获表彰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各有关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家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
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
调，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我
国广大企业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胸怀对国家、对民族的
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勇作创新发展的探索者、
组织者、引领者，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积极主动投身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带动企
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发挥了
优秀企业家的示范带动作用，体现了新时代优秀企
业家的精神风貌。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
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弘扬、激发
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宣传企业家典型，营造尊重和激
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经过推荐和评选，
158 名企业家被评为 2019—2020 年度全国优秀企业
家，特予表彰。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

2019—2020 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名单
于 全
于大卫
马亦龙
马海民
王 平
王 安
王万喜
王世强
王西超
王树华
王须国
王勇健
王常申
戈亚琴
方联民
尹国平
石克荣
叶天健
史思军
代良云
代贵雪
白小虎
白宝鲲
邢诒川
曲风采
曲继广
吕天宝
朱喜成
乔少波
华若中
刘付成
刘庆峰
刘红旗
刘荣富
刘保起
刘晋冀
刘桂凤
刘浩兴
刘润生
江端预
许晓曦
孙东伟
牟 欣
纪志坚
严鉴铂
苏富强
杜应流
杜琢玉
李 毛
李 军
李 明
李天书
李水荣
李双雄
李世江
李东流
李守江
李更尔
李希勇

北京江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祥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现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山东匡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吉林德翔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石化天津液化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女）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疆阿拉尔南口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宁夏金昱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兴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女）
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地君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陕西上河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长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广东省地质测绘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宏安
李英姬
李悦明
李银会
李慧明
李曙光
杨 杰
杨 将
杨金波
杨晓明
杨悦民
杨福安
吴丰礼
吴文刚
吴华新
吴知情
吴梦秋
宋晓玲
张 良
张 明
张 超
张心达
张传卫
张江平
张兴明
张运军
张坤宇
张宗言
张起翔
张晓光
张海涛
张景堂
陈 文
陈 虹
陈 锵
陈利浩
陈建华
陈思斌
陈景河
陈锦石
茅忠群
林孝发
岳可江
金定粮
周才柬
周南方
周重旺
周晔珺
珺
周鸿祎
祎
周群飞
郑 洪
郑成渝
赵 谦
赵占国
赵景刚
郝伟亚
胡正森
胡仲明
侯云昌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延边大学草仙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女）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
敬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黑龙江鸡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武汉美联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建永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女）
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女）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东金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沈阳光大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市华恒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浙江新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方太集团董事长、总裁
九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江西江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女）
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女）
福建金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山东河西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贵州海宇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下转第四版）

2020 年 12 月 01 日 星期二 编辑：康源 校对：
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