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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航鼎衡造船有
限公司总经理 ）

2
（ 江苏怡丽科姆新
材料股份公司 董事长 ）

把握船舶
发展转型方向
2016年 6月 27日，15000吨双燃
料化学品船首制船成功交付，标志着中
航鼎衡已掌握双燃料核心工艺技术。该
船也被评为全球知名船舶，属于环境友
好型主机，是未来船舶推进应用发展的
主流方向。
方云虎连续多年荣获中航鼎衡“优
秀管理者”、“ 年度优秀员工”称号；带领
团队获得专利 29项，其中发明 3项，实
用新型 26项……在船舶业转型升级征
途上，方云虎培养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增
长点。

将扬州膜打进中国
液晶屏主流供应链

6
（ 江苏和天下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7

（海信容声( 扬州 ) 冰
背靠仪化东丽这一强大的化工资
源，向一民在其“下游”找到了巨大的商 箱有限公司总经理 ）
机，公司先后开发■硬化膜、扩散膜
YLD108HS、增光背涂膜 YLB822等新
产品 60个，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4
个，居全国行业领先地位，成为 LG、
SBK、康得新、激智等知名液晶屏光学膜
企业主要供应商。短短 4年时间，便将公
司打造成成为细分行业的隐形小巨人，
成为“新三板光学膜行业第一股”。向一
民的创业经历，无疑为全市中小企业做
大做强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开启“智慧光生活”

3

在未来，光不仅用于照明，还可以传
（ 龙腾照明集团有
达信息、表达情绪、保护你的家。随着智
限公司董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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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照明的普及，龙慧斌掌舵的龙腾照明
（ 扬州阿波罗蓄电
率先提出“智造城市之光”的理念，公司 池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已从一家路灯企业，发展成为集产品研
发、照明方案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工程
施工安装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照
明企业。2016年，公司智慧照明实现了
与高清摄像头、充电桩、显示屏、Wifi、云
平台等行业的跨界创新，融合了智能照
明、智能监护、智慧交互的多元化功能，
产品已被选用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
等“一路一带”中，续写扬州新光源产业
新的辉煌。公司开票销售连续五年位居
高邮灯具行业首位，2016年销售产值达
3.65亿元，同比增长 28%。

为扬州毛绒玩具
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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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建筑业面临去产能调整压力
下，公司 2016年营收增幅却达 125%，
标志着公司转型升级初见成效，而这一
切都离不开总经理刘虎山的努力。
立志做扬州建筑产业中的创新型龙
头企业，刘虎山及时把握建筑产业发展
趋势，为企业制定了符合发展潮流的建
筑主体、综合管廊、建筑外装修、建筑内
装饰的全产业链发展计划，将工地施工
变成工厂生产，保证了政府投资项目和
重大工程的绿色建筑要求。在他的带领
下，成立短短 2年多的公司，已经获得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建筑产业
化示范基地”等众多荣誉称号。

扬州冰箱铸造
海信国际品牌
海信容声（扬州）冰箱有限公司，是
目前海信科龙电器旗下最大的冰箱生产
工厂，年生产能力超过 500万台。作为扬
州市工业百强企业前十强的大型企业，
公司高端系列冰箱产品占其全年产能的
40%以上，产品主要销往英、德、法、意等
欧洲国家；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及澳
洲、南非等 98个国家和地区。
2016年，在刘景杭领导下，扬州海
信的整体经营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
突破：全年完成产量 351.3万台，计划完
成率 85.4%，利润计划完成率达 105.4%，
全年完成标杆降成本 15084万。

绿色发展
让“阿波罗”重生

扬州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 总经理 、党委书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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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嘉和热系统

2016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境，孙银高带领团队积极应对炼油行业
产能过剩、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等严峻形
势，大力推进环保项目建设，优化产品结
构营销创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4%，
入库税收 4.83亿元，资产负债率 22%，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 119%。
公司研发出国内首创的 MCP催化
工艺技术，2016年改造后，液态烃收率
达 33.9%，达国际领先水平；建成投用国
内第一套稀乙烯回收利用装置，节能减
排成效显著。在他带领下，公司率先完成
炼油型向特色化工型转型升级。

与国际巨头
同台“唱戏”

十年耕耘筑梦腾飞

（ 江苏亚星汽车集
完成亚星股份、扬柴、亚商、盛达四
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家公司和潍柴的战略重组；完成扬柴工
理）
业园和亚星工业园建设，累计交出城区

土地 1800多亩；总投资 23亿元，建设潍
柴亚星汽车产业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
科技创新，为扬州板块各公司发展累计
投入研发经费 5亿 -6亿元；客车设计完
成从过去单纯模仿向正向设计转型，并
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每一步都渗
透了金长山的心血和汗水。
2009年，重组前的亚星集团实现合
并销售收入 15亿元，四个公司全部亏
损。2016年，潍柴扬州板块实现销售收
入 56.7亿元，盈利 1.2亿元，亚星股份、
亚商、扬柴全部扭亏为盈，上缴税收 1.5
亿元左右，创历史最好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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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日兴生物科

15
（

扬州协鑫光伏科

公司成立之初，李宝民就确立了科 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技兴厂战略，经过 14年的快速发展，目
前已经成长为年产能 400多万台套、年
销售 6亿元，国内行业排名第二的企业。
作为一家 2002年才成立的小型民营企
业，公司刚成立 5年，就与国际巨头贝尔
共同起草了汽车散热器行业标准；短短
十年，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火炬扬州
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其产品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
置。
2016年公司的销售额比 2015年增
加 32%，继续实现寒冬下的逆势增长。

16
（

明岐铝轮毂仪征

十年前放弃国有企业优厚待遇，辞职 有限公司董事长 ）
创办智途科技，以服务和振兴国内地理信
息产业为目标，带领智途科技从初创期的
十人左右团队，发展成今天上千人的国内
领先的地理信息服务商。十年来，公司实
现了利润和税收的连年翻番，2015年成
功登陆新三板并入选创新层；获得了国家
测绘综合甲级资质等资格认证。他拥有企
业家独特的市场敏锐度和资本的敏感度，
通过几轮融资，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带领
企业成功完成转型升级，从单一服务导航
和互联网企业的数据供应商，转型成为国
内领先的地理信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他的推动下，智途科技正在扬州建立起
国内知名的地理信息产业园。

带领亚星创历史最好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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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务所；扬州弘瑞税务师事务所取得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了注册税务师知识大赛全国冠军、为江 理 ）
苏省“先进税务师事务所”。省级机关事
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海关
稽查、司法鉴定委托等等审计、税收咨
询、评估业务中，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
影。
她热衷于公益事业，关心贫困失学
儿童，设立“春蕾班”；资助“脑胶质瘤患
者”；寒冬中给环卫工作者送去温暖。
2016年全面实行“营改增”之际，她组织
并进行免费公益培训 10多个场次，参培
人数近万人，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品牌，一直都是以来料加工和贴牌为主。
在朱万祥努力下，波粒子公司经过 3年
的国内外市场调查和走访研发了一种充
气多功能毛绒玩具，具备健康环保、自由
搭配、空间收纳、方便携带、便于清洗和
游泳保护六大功能，率先对毛绒玩具产
业进行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为扬州毛
绒玩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公司
研发的多层次免洗容器碗和盘子，可以
重复使用 30次至 50次。不需要用水清
洗，直接使用，用完扔掉，7-10天降解，
为国家每年可以节约 200亿吨水左右，
此两项技术已申请国内、国际专利。

绿色化工领跑人

（ 江苏智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自 2014年 7月刘艳兵担任公司总 团 股 份（江苏宝粮控股集
经理来，公司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制造 长 ）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成本大幅下降；污水实现 95%以上循环
再利用；公司产值增长到 5.2亿元，增长
了 44%；利润由收购前亏损 3486万元，
增长到盈利 4600万，公司经营发生本质
变化。目前，公司建立了扬州乃至江苏先
进的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酸压滤回收
和全自动配酸工程。公司环保工作获国
家蓄电池环保核查通过，为扬州唯一一
家双通过的铅蓄电池企业。

（ 扬州弘瑞会计师
辞去铁饭碗，她先后创立扬州弘瑞
（ 江苏波粒子影视
扬州作为毛绒玩具之都和毛绒玩具 事务所 、税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弘瑞税务师事务所、弘瑞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
的发源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 资产评估公司。在她的带领下，扬州弘瑞
经理 ）
事务所发展成为扬州本地综合实力最强
但是毛绒玩具至今一直没有自己的玩具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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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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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保来得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 ）

以姓氏笔划排序 ）

将工地施工
变成工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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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做得风生水起
陈书勤，曾先后荣获“中国十佳粮油
创业风云人物”、“ 江苏省粮食系统先进
工作者”等称号。他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
印，逐步构建出现代粮企的雏形，这个由
粮食购销业务为基础，以粮食加工业务
为重点的现代粮企，实现了从种植到收
储再到加工运销的一体化。
如今，几家子公司的机械设备、制作
工艺、质量体系、科技含量、主导产品等
都在同行业独树一帜。集团先后荣获“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中国十
佳粮油集团”、“ 中国粮油最受尊敬企
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双带”先进企业
等称号。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 16亿元，
实现利润 2600万元。

新产品系列
搞定“三高”
痛风、高血压、高血糖、癌症、肿瘤
……这些是人们最担心的病症。张超作
为 30岁出头的“海归”，有着年轻企业家
的干练、稳健和敏锐。目前，公司产品主
要分为三大类：一是生物化工，氨糖系
列、壳聚糖等系列产品，成为降血糖、抗
癌等功能性食品重要组成；二是精细化
工，蒽醌、1-氨基蒽醌等，拟实现整个分
散染料产业链的贯通；三是定制化学品，
生产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公司已成
功在“新三板”挂牌，力争用 3年时间登
陆主板。

塑造扬州
光伏品牌新形象
2016年度，扬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在张喜带领下，在“创新、绿色、贡
献、责任使命”等方面取得杰出贡献，塑
造了扬州光伏品牌新形象。2016年，公
司“太阳能硅片智能生产车间”荣获“江
苏省示范智能车间”；年产 1.62亿片多
晶硅切片增产项目荣获 2016年度扬州
市技术改造专项财政奖励。
2016年底，协鑫集团重大投资“黑
硅”项目最终落户扬州，这一重大新项目
将进一步提升扬州光伏产业的经济竞争
力。企业 2016年度营收达 12.4亿元，利
税 1亿多元。

全球首家引入碳纤
维轮毂量产企业

跻身世界知名汽车主
机厂零部件供应商
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粉末冶金
制品专业生产厂家，主导产品粉末冶金
汽车零部件在国内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
第一。徐同亲自带领公司研发团队完成
FORD，FCC、BW 等重大汽车项目新品
开发，成功实现公司产品转型升级，为公
司跻身世界知名汽车主机厂零部件供应
商做出重要贡献。公司的营业收入连续
多年保持 10%增长。2016年公司实现销
售收入突破 9亿元，利税总额超过 1亿
元的目标。

明岐轮毂，在仪征汽车配套产业里，
可谓是一棵常青树。近几年来，在张明岐
的带领下，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结构
调整等一系列举措，汽车铝合金轮毂产
品规模分别列全国前 5位，产品相继出 22
“一带一路”扬州先行军
口到世界 7个国家和地区，正朝着“中国
名牌”的方向努力。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徐会龙
为占领产业前沿，明岐铝轮毂仪征
（ 江苏恒远国际工
公司积极研发碳纤维轮毂。成为全球第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 带领恒远一班人，克难奋进，创新突破，
积极实施全方位国际化拓展。他通过与
一家将碳纤维轮毂引入量产的企业。未
国企、央企合作，从安装、土建分包、机械
来，扬州有望在全球率先实现碳纤维轮
设备制造分包逐步做到 EPC总承包，顺
毂量产。
利签约伊拉克西卡拉乔 6000TPD水泥
生产线 EPC项目；再以 EPC、PC等多种
形式直接签约承包境外工程。如今，在
17
键盘配套位居世界第一
“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兴办实业。
2016年，公司顺利中标伊拉克西卡
拉乔水泥厂 EPC项目，新签合同金额近
他作为扬州地区唯一入选企业家，
（ 江苏传艺科技股
12亿元人民币。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区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入选国家科技部 2015年创新人才推进
纳税重点企业、工业税收入库十强企业
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创立不到 10
等。2016年公司实现开票销售 11亿元，
年，传艺科技已经成为我市电子产业领
实际入库税收达 3850万元。
军企业，产品大部分出口国外市场。
公司现已成为全球四大顶级键盘制
造商（达方电子、群光电子、精元电脑、光
宝电子）柔性线路板核心部件的主要供
托起“汽车城”梦想
应商，为联想、惠普、戴尔、华硕四大品牌 2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
2016年，上汽大众成为国内首家并
笔记本电脑提供键盘配套，全球市场占
有率 20.56%，国内市场占有率 40%，位 公司仪征分公司总经理） 且唯一一家年销量突破 200万辆的乘用
车企业。其中，扬州仪征大众就贡献了
居世界第一。公司 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
达 4亿元，实现利润 7500万元，现已完
38万台车辆生产，占据近五分之一。
2016年，仪征分公司 Santana PA和
成上市申报工作，有望在 2017年成为高
Cross Line两款车型顺利拿到 SOP许
邮市第一家 IPO中小板上市公司。
可，圆满完成公司各项指标。开拓性开启
“5×100”人才培养项目，每年定向培养
100名左右岗位人才。2016年，公司产
打造“宝胜”品牌高端印记
18
值 232.1亿元，销售 265亿元，税收 27
亿元，用工 3700人。在他带领下，上汽大
刚刚过去 2016年，他领导的宝胜集
（ 宝胜集团有限公 团足音铿锵，
众仪征项目再上新台阶，“汽车城”已然
亮点纷呈。作为国内电缆行
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 业目前唯一的大型央企，宝胜肩挑使命
堀起。
与责任，供应了 G20峰会主会场 90%以
上电缆产品，实现了航空线缆国产化生
产并装机使用，并助力“天宫二号”和“神 24
翻开“二次创业”新篇章
舟十一号”飞上太空。一年来，宝胜相继
（ 扬州江淮轻型汽
2015年公司从老厂搬迁到新厂，折
投资了环保节能电气设备、智能网络电
缆、海底电缆等一批 10亿元以上的产业 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 旧、水电等固定费用大幅度增加，制造成
本居高不下，同时受汽车行业下滑等宏
升级项目，加快向高端转型发展。全年实
观因素叠加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形势异
现开票销售 206亿元，税收 3.96亿元，
常严峻。在这种形势下，赵涛二次创业，
成为扬州地方工业企业一面旗帜。
在丰富一代皮卡产品的基础上，聚焦二
杨泽元，也因凭着坚定的信念、求实
代优势产品，培育核心竞争优势，积极推
的作风、严谨的态度和骄人的业绩，荣获
动皮卡国Ⅴ项目研发等举措，并取得了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江苏省优秀企业
显著的成效。2016年，公司产品市场规模
家”“、中航工业产业报国玉奖”等殊荣。
不断扩大，全年预计将实现皮卡生产
16647台，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其中帅铃
T614826台，同比上升 80%，帅铃 T6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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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高地 领航“智造”
成为国内皮卡行业增速第一的品牌。
（ 江苏罗思韦尔电
经过近 11年的努力，周祥东结合中
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 国国情，探索出了一条具备自主特色的
助力中国交通智能化
高科技产业化道路，成功由车载电子切 25
入车身电子领域，公司注册资金从 6000
万元增加到 4亿元，2016年 6月在韩国
（ 江苏豪纬交通集
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郝炳
科斯达克证券市场成功上市。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和带领公司在智能交通发展的“高速路”
在他带领下，公司成长为国家高新
上，启动“智慧引擎”。郝炳和拥有第一发
技术企业、国内汽车电子领域领军企业，
明人的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7
是省内唯一具有汽车 CAN总线研发和
项。通过交通智能化产品研发和生产，公
生产的企业，CAN总线控制系统居于全
司与行业领军企业海康威视达成战略合
国第一；投入 6000万元研发的车联网核
作协议。2016年在缅甸仰光市成功中标
心部件“智能记录仪”，实现北斗系统的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项目。同时投资在
车道级低成本无缝导航应用，打破国外
新疆霍尔果斯新建“科技综合体”，为当
品牌在国内中高档汽车上的垄断，项目
地科技和工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成功入选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公司 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 1.2亿
元，实现了销售业绩年增长率达到了
137%。在企业飞速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不
忘初心，坚持每年向当地困难户、见义勇
让扬州现代物流
20
为基金会捐款，并参加每年的募捐活动。
江苏超达物流有
限公司董事长 ）
（

跑出加速度

曾担任浙江省诸暨市第二建筑公司
第三分公司经理，后又为梦想来江苏创
业。目前，公司已成为上海大众在江苏和
安徽两省的 200多家汽车 4S店做零配
件的配送，一年配送额达 15亿元，成为
江苏省现代物流业十个示范项目之一。
独具慧眼的他，用敏锐的洞察力发
现物流业的新契机，在短短 5年内，他引
领公司先后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颁发的 AAAA级物流企业证书，全国先
进物流企业的称号，上海大众 A级仓库
的荣誉，并在 2016年年底，成功获得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2017年，
公司正全面冲刺主板上市。

投票人姓名
1.方云虎
O
2.向一民
O
3.龙慧斌
O
4.朱万祥
O
5.孙银高
O

投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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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大液压产品基地大使

（ 海沃机械 （ 中国 ）
宽广的国际化视野、非凡的战略思想
有限公司董事长 ）
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谈浩的特质。

在他的带领下，海沃先后承担并实施多项
国家级、省级科技攻关项目。
2006年，谈浩主导引进世界最先进水
平的城市垃圾转运设备，致力于改善目前
国内城市垃圾收运体系，先后服务于北京
奥运会、国庆 60周年庆典、G20峰会等国
家重大活动。谈浩还非常关注扬州地方经
济发展，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向欧洲企业推
介扬州，说服他们来扬考察投资。自此，海
沃液压产业链上下游产品得以延伸，国内
最大的液压产品基地在扬州形成。

让世界爱上“扬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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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扬杰电子科
2月 6日，福布斯发布了“2017中国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100位中国商界
长）
女性精英入选该榜单。扬杰科技董事长梁

勤荣幸上榜，名列第 98位，这也是我市首
位荣登福布斯该排行榜的女企业家。
成绩是最好的证明。十多年来，在梁勤
的带领下，“扬杰”从诞生到壮大，从只有十
几名员工的小型贸易公司，成长为国内一
流的分立半导体器件及芯片生产企业，目
前，扬杰科技在电子功率器件行业中排名
全国第三位。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预计
12亿元。这一年，公司成功定增 10亿元，
投入碳化硅芯片、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为公司长期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梁勤用自己的方式让世界认识了“扬杰”，
也让世界爱上了“扬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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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扬州制造挺进核电市场

（ 扬州电力设备修
在蔡军带领下，扬州电力的核心竞争
造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 力进一步提升，取得了多项科技荣誉、承担

了多项科技项目：自主开发的“核级气动执
行机构”获第九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被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授予科技创新奖、科技
工作先进单位；承担了国家发改委能源自
主创新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1项、国家级
火炬计划项目 2项等。
公司突破传统的电源行业，产品在电
力、石化、冶金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综合
市场覆盖率达到 15%，核电市场覆盖率高
达 85%，销售业绩逆势增长，2016年新增
合同达 6.3亿元，营业收入突破 5亿元。

开发扬州“智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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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易图地理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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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成立初期的小型测绘企业，发
展到如今业内知名的集地理空间数据获
取、数据库加工、地理信息数据应用及地理
信息系统开发于一身的综合型测绘企业，
熊焰所领导的团队已经成为江苏省首家获
得国家甲级测绘资质的民营测绘科技企
业，每年的营收增幅在 50%-80%。
扬州市旅游交通图，扬州市行政区划
图，扬州市城区图，扬州市正射影像图、扬
州市影像地图集、扬州城市地图集……一
个个扬州“名片式”的展示图中，都有熊焰
团队奋斗的身影。

斫仁智之器 觅天下知音

（ 扬州金韵乐器御
从事古筝、古琴等民乐制作三十年，系
工坊有限公司总经理 ） 扬州金韵乐器御工坊有限公司、■弦堂斫

琴坊创始人。现任扬州市琴筝协会会长、全
国乐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及民族乐器
标准制修订工作组副组长、中国乐器协会
常务理事及“民族乐器分会”副会长等。
从 1995年创业至今，从一个简单的手
工业作坊式的小厂，发展成为一家集古筝、
古琴民族乐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
的综合型企业，公司名列中国乐器行业 50
强，江苏省民营文化企业 30强，扬州市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等称号。他不断变革创新，
研制生产的古筝、古琴及配件获得国家专
利 20多项，并率先实现了企业信息化管
理，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

2016扬州十大经济新闻人物选票

有效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6.刘虎山
O
11.何小军
O
16.张明岐
O
21.徐 同
O
26.谈 浩
O
7.刘景杭
O
12.金长山
O
17.邹伟民
O
22.徐会龙
O
27.梁 勤
O
8.刘艳兵
O
13.陈书勤
O
18.杨泽元
O
23.徐治勤
O
28.蔡 军
O
9.江金芳
O
14.张 超
O
19.周祥东
O
24.赵 涛
O
29.熊 焰
O
10.李宝民
O
15.张 喜
O
20.胡晓超
O
25.郝炳和
O
30.熊立群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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