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自强

白占芳 兰志勇 朱 霞 刘二振 刘贯军 刘海江 纪书敏 李泉侑 杨广立

柴兴臣 徐永刚 徐晓昂 蒋东明 焦承尧 谢晓龙 翟耀杰 穆俊伟贾浩宇

陈 南 林道飞 周云祥 周红建 郑金周 孟庆利 侯书章 袁占军 贾 准张新建

杨耀党 汪德峰 宋北光 宋副华 张红哲 张宏安 张宝敏 张家庭 张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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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涛

车利川

石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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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占芳

兰志勇

朱 霞

刘二振

刘贯军

刘海江

纪书敏

李泉侑

杨广立

杨自强

杨耀党

汪德峰

宋北光

宋副华

张红哲

张宏安

张宝敏

张家庭

张淑红

张新建

陈 南

林道飞

周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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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周

孟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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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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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兴臣

徐永刚

徐晓昂

蒋东明

焦承尧

谢晓龙

翟耀杰

穆俊伟

魏中杰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翱翔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友旺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芯互联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松光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天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惠众实业有限公司

好想你物产有限公司

郑州鼎盛高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新都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华中医馆有限公司

河南密玉文化艺术博览园有限公司

河南沃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东方大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逸祥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日兴印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子规划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瑞邦农业开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瑞泰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合盛杭萧装配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江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华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牟县恒业家电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中食品有限公司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郑大经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五州汇富实业有限公司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欧普士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金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市磴槽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昌煜实业有限公司

中原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新昌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郑州万和铝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储粮油脂（新郑）有限公司

郑州中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按照《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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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意见》的要求，郑州市广大企业家在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在企业转型创新方面起到了示范

带动作用。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郑州

市企业联合会、郑州市企业家协会、郑州

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

展了郑州转型创新杰出企业及郑州杰

出企业家评选表彰活动。在各区县

（市）及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经对申

报的企业及企业家在转型创新成效、经

营业绩、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履行社会

责任、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进行综

合审评，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确定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50户企

业为 2021 年度郑州转型创新杰出企

业、马文超等 50位企业家为 2021 年度

郑州杰出企业家。

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和企业家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22年 6月 22日

2021年度郑州转型创新杰出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2021年度郑州杰出企业家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大桥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娅丽达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八六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国能荥阳热电有限公司
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国家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公司
河南鸿马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和泽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振中电熔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新时代电力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灏宇纸品有限公司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玉发精瓷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都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中力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鑫源防磨耐材有限公司
中电装备登电登封市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津大幕墙有限公司
春缆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新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通快电梯有限公司
郑州美林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方铭高温陶瓷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智云数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立新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同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重点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千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经泰隆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良大空间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企业联合会郑州市企业联合会 郑州市企业家协会郑州市企业家协会 郑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郑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关于表彰关于表彰20212021年度郑州转型创新杰出企业及杰出企业家的决定年度郑州转型创新杰出企业及杰出企业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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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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