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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表彰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 

优秀企业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决定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全省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产业转型

升级成效明显，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保障改善民生

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在发展的实践中，涌现出一批贡献突出的优秀企业、先进

个人和先进单位。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充分调动各方推动制

造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省人民政府决定，对南京南瑞集团

公司等100家优秀企业、沈国荣等100名先进个人和常州市发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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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等50家先进单位予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企业、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勇立新功，再创佳绩，为开创全省制造业发展新局面

贡献智慧和力量。希望全省广大制造业企业和企业家以先进为榜

样，抢抓国家振兴实体经济的发展机遇，强化技术创新，提升质

量品牌，不断提升竞争力、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全省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紧紧围绕制造强省目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制造

业迈向中高端，提升江苏制造核心竞争力，推动江苏制造从数量

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实现“两

聚一高”、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优秀企业名单（100家） 

2．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名单（100名） 

3．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先进单位名单（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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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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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优秀企业名单 

（100家） 

 

一、技术创新示范企业（50家） 

南京市 

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无锡市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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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力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好孩子集团公司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苏净集团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通机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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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盐城市 

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豪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市 

鱼跃医疗有限公司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力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泰州市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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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 

江苏双鹿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智能制造先进企业（50家） 

南京市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南京优倍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天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塑造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无锡长江精密纺织有限公司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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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同鑫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坛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生富科技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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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江苏三吉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盐城市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生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仪征亚新科双环活塞环有限公司 

镇江市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东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北汽（镇江）汽车有限公司 

泰州市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江市新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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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 

福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泗洪斯迪克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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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名单 

（100家） 

 

一、融合创新发展优秀企业家（30名） 

沈国荣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引林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歙眉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钱永贵  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雷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王燕清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周立宸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朱战军  保利协鑫（徐州）新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 

孙彭生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潘政民  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俞金坤  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屠永锐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柏兴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友林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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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明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建华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  驰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石  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伟成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善春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周观林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向建华  江苏丰东热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泽元  宝胜集团董事局主席 

梁  勤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柏方  江苏图南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刚  江苏艾科半导体有限公司总裁 

葛江宏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皓  江苏振华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赵登永  江苏博迁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技术创新领军人才（30名） 

王继平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占江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恩本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新潮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雷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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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亚芳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振斌  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志伟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永岗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万文华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乃千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  茳  苏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立宁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刘  圣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俊松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左昱昱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张  华  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技术副总 

柳敦雷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海燕  南通新帝克单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萧  伟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国华  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子纯  江苏东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良清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严旭明  扬州惠通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如军  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兼运营总监 

陈昭远  江苏和成显示科技股份公司光电事业群总经理 

郑  涛  天奈（镇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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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君  江苏长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佘沛亮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石利平  江苏阿尔法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江苏制造工匠（40名） 

夏月志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技师、高级技师 

李有毅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电焊工 

庄志诚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师 

陈明非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段长、高级技师 

张宏文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樊晓江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曹永义  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邬峥嵘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张怀红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贾中华  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技师 

黄实现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技师 

邓建军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维修电工 

张  忠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电焊工 

张永洁  常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数控铣工 

周勋磊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萧声涛  昆山钞票纸业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孙勤良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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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俊龙  常熟液压工具厂高级技师、企业首席技师 

谭德凤  海安鑫缘制丝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 

黄  剑  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技术经理、副主任 

设计师 

金荣根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孙运兵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公司车间主任 

何世言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技师 

杨庚豹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公司车间主任助理 

费志刚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勾储中心主任 

李京泽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阴电厂班长 

丁郁华  江苏华阳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伯余  东台嘉丽发绣厂总设计师 

范宗勤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分厂厂长 

田  明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井下作业处试油测试大队 

江苏油田首席技师 

顾春勇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薛春梅  扬州玉石料市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徐长林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公司助理工程师 

戎光辉  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轮机车间负责人 

王  巍  航天海鹰（镇江）特种材料公司车间主任、高级技师 

王海东  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焊机工艺室主任 

徐小峰  江苏凤灵乐器集团首席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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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干  兴化市永干木船制造有限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木船制造传承人 

赵国敢  江苏洋河酒厂酒体设计中心部长、首席技师 

杨其乐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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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先进单位名单 

（50家）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吴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 

海安县经济和信息化委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市科技局 

扬州市科技局 

徐州市财政局 

昆山市财政局 

南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镇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国土资源局 

江阴市国土资源局 

南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无锡市新吴区经济发展局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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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南京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无锡市地税局 

启东市地税局 

扬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徐州市质监局 

泰州市质监局 

镇江市知识产权局 

宿迁市安监局 

人民银行苏州中心支行 

无锡银监分局 

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泰州市金融办 

工商银行南通分行 

农业银行淮安分行 

招商银行常熟支行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 

南京银行南京分行 

华泰证券南京分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市分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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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海关 

盐城海关 

苏州市国税局 

盐城市国税局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南京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南京港办事处 

无锡市工商联 

苏州市工商联 

江苏省互联网行业管理服务中心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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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

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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