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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在外投资名录
■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26 孙黎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益阳 厦门
公司专业从事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生物医药研发及产业化，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产业。2012年全厂通过2010版GMP认证。现公司有上市的3个原国家2类生物制
品：特尔立 ，特尔津 ，特尔康 ，注射剂成品在巴西、印度、俄罗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上市销售，其中1个产品已在欧洲开展临床研究。公司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多项发明专利获中、欧、
美、日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授权，参与国内、国际产品标准制备及协作标定20多项。

27 曹成杰 海口经济学院 董事长 常德 海口
海口经济学院是2008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海南省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办学条件优越，校园占地1800亩，建筑面积近70万平方米，总投资20多亿元。面向全国招生，目前全日制在校生2.3万人，其中本科生1.61万人。
现有教职工1400余人，有两人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冿贴。学校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成杰同志是首届“海南省杰出人才”。2016年8月，学校获评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创新创业50强。连接三年入选新浪网“最具综合实力民办高校十强”。

28 常 静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副总裁

长沙 三亚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格品种齐全的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配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与配送的股份制企业。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海南省内各大型建设项目，包括国家和省市大型城市基地设施、交通工程
及大型住宅项目。截至2010年末，海南瑞泽是海南省最大的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和三亚市最大的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年营业额约183亿元。

29 万超 新疆欣业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德
乌鲁
木齐

同时控股或参股了湖南万建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新疆联瑞矿业有限公司、新疆欣业矿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寰欣矿业有限公司、北京长空工业有限公司、新疆湘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湘商矿业有限公司。
年产值40亿元，拥有员工总数3500人，其中少数民族员工1500多人，占员工总数43%，利税总额达3亿元。

30 王 政 陕西长策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衡阳 西安
陕西长策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清洁能源、房地产及现代农业投资开发的集团公司。总部位于西安高新开发区，业务主要位于西安、榆林、银川、无锡等城市。其子公司长天能源位于榆神工业区，占地面积500亩。主要经
营液化天然气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以及天然气调峰库的建设，建成后预计天然气年销售收入达8亿元。

31 陈一丁 天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益阳 西安
天网公司是国内最早被授予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之一，注册资金5000万元，总资产2.8亿元，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成就了天网专业的人才队伍和丰富的行业经验。总部现有员工300多人，各地办事处及代办机构专业
工作人员200多人。同时，公司与中科院计算所、清华大学、IBM等国内外科研伙伴开展了深入的技术合作和交流。并在国家卫生信息化相关标准制订、区域医疗信息平台构建、三层结构数字化医院系统、结构化电子病
历、智能移动医疗，数据挖掘引擎等中国卫生信息化核心技术领域提供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应用示范。

32 谢国忠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永州 石家庄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证券代码：000413、200413)，1996年发行A、B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3年公司成功定向增发5.2亿股，募集资金50亿建设10条6代 玻璃基板生产线，
产品良率稳定在80%以上，已经打入大陆和台湾市场，替代进口 。截至2014年12月30日，公司股本总额26.62亿，下属3个全资子公司，3个控股子公司，3个控股孙公司，托管三家5代玻璃基板、一家PDP玻璃基板、盖板玻璃
生产企业，是国内最大的集液晶玻璃基板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及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有员工2000多人，其中技术专家团队300人。公司秉承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深耕于平板显示领域，现拥有400多
项专利技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公司紧跟市场，加快高世代玻璃基板新产品的技术研发，打造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3 李小青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
副总经理

湘潭 杭州 海兴电力（股票代码：603556）聚焦于电力事业，为客户提供配用电领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客户设计和建设微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为电力用户提供配用电系统运营和服务，是全球电力客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34 蒋卫 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
创始人
董事长

益阳 苏州
大卫地板，是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的全球专属注册品牌。在中国，大卫地板拥有超过1200家专卖店，分布于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县级三层销售与服务网络覆盖体系，影响人口超过1个亿。公
司检测中心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

35 何书元 伟星集团/浙江伟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常德 杭州
浙江伟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伟星集团旗下的资本运作平台。伟星集团创业于1976年9月，经过四十年的持续稳健发展，打造出服装辅料、新型建材、房地产、水电、金融投资服务、光学制品六个
产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十个工业园，自主培育了伟星股份和伟星新材两家上市公司，先后获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等荣誉。

36 孙航 杭州智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
董事长

常德 杭州
智见控股集团及旗下子公司致力于以磁性为中心的各种材料及应用的设计研发和生产, 为全球消费电子, 家电安防, 医疗, 航空航天及军工等行业的著名公司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在专业领域为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贡献有效力量是公司不变的使命。

37 黄 辉 上海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株洲 上海 三湘印象是主板上市公司（000863），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

38 凌菲菲 明园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衡阳 上海
明园集团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经营、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产业投资和环保新材料为主的优质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总部设在上海。三十多年来，集团先后在上海、北京、南昌、汕头等全国主要城市中心地段投资开
发高端住宅、别墅及商业综合体等地产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先后被评选和授予“上海市首批诚信承诺企业” “上海市民营企业百强”“上海市地产十大风云企业”等荣誉称号，同时连续十多
年被评为“上海市纳税大户”。

39 朱战军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

执行官
益阳

开曼
群岛

协鑫集团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新能源企业，中国企业500强排名176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排名77位。协鑫集团旗下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2006年10月在香港成立，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股票代码3800.HK。保利
协鑫目前总资产400亿元，员工总数约1.35万人，2016年纳税总额23亿元。

40 张跃华 深圳安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宁乡 深圳
深圳安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后勤部全资于一九九三年在深圳注册成立，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一批精通业务的人才与海内外工商界的通力合作，经过
十几年的努力，公司的规模及业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了集房地产开发、软件开发、高新科技、黄金、珠宝、矿业、工业园区、宾馆酒楼、名牌产品代理等行业于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41 曾胜强 深圳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深圳
证通电子（股票代码：002197）创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5.3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支付信息安全产品产业基地，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金融支付基础设施服务。 公司在深圳和长沙建设了两座产业园，在深圳、广州、
东莞和长沙拥有4个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在深 圳南山和光明、广州、长沙和昆明设立了5个研发中心，在全国分布有22个销售分公司、28个售后服务中心和331个售后服务网点，为客户提供“云+网+端”全方位综合解决
方案，构建了以金融支付为核心的信息安全产业生态。

42 覃九三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深圳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宙邦，英文简称CAPCHEM）：全球领先的电子化学品和功能材料企业。新宙邦成立于2002年，源于1996年创立的深圳市宙邦化工有限公司，2008年整体变更为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0年1月8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0037）。目前拥有四家全资子公司和三家控股子公司。

43 刘宜德 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深圳
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839461）最早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以环保工程总承包为主，集环境工程技术研发、设计、施工、运营管理以及环保设备制造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有员工近300人，其中70%以
上的员工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公司总部设在深圳，下设湖南景翌湘台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江西粤鹏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湖南景翌环保检测有限公司等多家分、子公司。

44 邱文奎 江西众一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娄底 江西 江西众一矿业集团创始于1994年，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于2005年组建以矿业为主，集地产、投资、贸易、科研、建筑等多领域的企业集团，下辖企业19家，产业分布赣、湘、粤，拥有煤炭储量2.6亿吨，年设计生产能力500万吨。

45 王继华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 广州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股票代码300482，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跨国性公司。万孚生物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中东、拉美、独联体均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公司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
了研发中心，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公司拥有5000多平方米研发实验室，引进美国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和FDA资深科学家领军科技研发队伍，现有研发科技人员258人，其中博士12人，硕士88人。
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在我公司设立“国家地方联合自检型快速诊断工程实验室”。

46 朱卫平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广州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38，简称冠昊生物）是一家立足再生医学产业，拓展生命健康相关领域，嫁接全球高端技术资源和成果，面向中国市场进行贯通性产业化的专业化、平台化、生态化产业高科技上市企业。

47 邓冠华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郴州 广州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普医疗，股票代码：300030）成立于1996年，公司是一家为临床检验实验室与临床护理提供相关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已成功研发、生产和试销临床检验实验
室与临床护理领域系列产品。

48 冯 毅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衡阳 广州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63）控股的有七个子公司（分别位于肇庆、青岛、上海、北京、杭州、武汉、沈阳），统一使用“天龙油墨”商标，在全国设有50多个销售网点。其中水性油墨年销售量过万吨，销
量连续八年稳居全国水性油墨行业首位，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被评选为全国前十名油墨制造商、全国油墨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经批准组建了广东省水性油墨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天龙牌”商标被评选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49 刘立荣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桃江 深圳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16日，注册资金2亿元，是一家专业手机研发、加工生产、内外销同步进行的民营高科技企业。2005年5月获得GSM和CDMA手机生产双牌照，并核准许可年生产手机700万
台。拥有两家独资加工工厂东莞市金众电子和东莞市金铭电子。公司拥有厂房面积60000多平方米，员工3000人，未来计划再投资7000万元，最终建成一个年产能800万部的高度自动化现代化手机专业生产基地。

序号 姓 名 所在企业 职务 籍贯
企业

注册地
企业基本情况

1 傅军 新华联集团 董事长 株洲 北京
新华联集团创建于1990年10月，已成为涵盖化工、矿业、房地产、陶瓷、酒业、金融投资等多个产业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目前，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80余家，其中拥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5家，企业分布和主要业
务遍及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40多个国家与地区，员工45000余人，年营业收入超700亿元。

2 熊晓鸽 IDG 副总裁 湘潭 美国
IDG资本(IDG Capital Partners，原IDGVC)于1992年开始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投资机构之一。至2013年，IDG资本已在中国扶植了200余家中小型高新企业，其中有超过60家企业在中国及海外市场
上市或实现并购，给中国市场经济带来了无穷的潜力。

3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 理事长 桃江 北京 华民慈善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由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非公募慈善机构，是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原始出资额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原始出资人为卢德之先生、李光荣先生及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 李卫国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德 北京
高能环境（股票代码603588）是专业从事环境技术研究和提供污染防治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1992年成立，前身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垫衬工程处，现有固定员工约700人，总资产超过16亿元。北京东方
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防水材料研发、制造、销售及施工服务于一体的中国防水行业龙头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防水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271)，拥有
业内首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5 文一波 北京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湘乡 北京

桑德集团是中国著名的大型专业性环保、新能源企业。业务覆盖水务、固废处理、环卫、再生资源、新能源、生态农业等领域。在水务、固废领域拥有集投资、研发、咨询、设计、设备制造、建设、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拥
有国内规模最大的企业设计研发团队，近两百项专利技术，业内规模最大之一的设备制造厂，规模最大的EPC队伍。可以为各地政府、企业、乡镇、农村提供个性化、一体化的水务、固废及新能源解决方案。是中国环境领
域技术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桑德集团投资或下辖启迪桑德（SZ000826）、桑德国际（HK00967）、桑顿新能源等企业。在中国投资建设、运营自来水、污水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工业
废弃物处理厂百余个，运营和在建的乡镇污水处理厂600余个，第三方专业化运营的环境设施近百个，承担国内外各种环境系统建设项目近千个。

6 刘载望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岳阳 北京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江河创建，股票代码：601886)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设有50多家分支机构。江河创建总部设在北京顺义,注册资本11.2亿人民币，是中国企业
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目前旗下有江河幕墙、港源装饰、承达集团、梁志天设计四大行业领军品牌。

7 吴向东 华泽集团 董事长 株洲 北京
华泽的英文名“VATS”在英语中最原始的意思是许许多多盛美酒的大桶。华泽集团（VATS GROUP）成立于2006年3月，凭借先进的营销模式和管理理念，现已发展成为国内专业从事酒类酿造、生产、营销及品牌打造的集团公司。华泽
集团现拥有15000名员工，总资产100亿，年营业额100亿，实现利税20亿元，业务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上、下游合作企业5000余家，从业人数超过30万。2011年，华泽集团入选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8 文剑平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 北京
由归国学者于2001年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注册资本8.8576亿，净资产超过40亿，在全国拥有近30家下属公司。2010年4月21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070，简称碧水
源），是国家首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第三批创新型企业和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企业，以自主研发、国际先进的膜技术解决“水脏、水少、饮水不安全”的水环境问题，提供以膜法水处理为核心的整体技
术和工程解决方案，业务领域涵盖水务全产业链：膜技术研发以及膜设备制造、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固废污泥处理、自来水处理、海水淡化、水务工程建设、水务投融资，以及民用商用净水设备。

9 刘钧贻 北京资源亿家集团 董事长 衡阳 北京
集团创建于1995年，是一家以安全猪肉为核心，集饲料、添加剂、生物制药、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冷鲜猪肉连锁专卖、高端花猪礼品卡销售及畜牧软件开发于一体，专注进行猪业全产业链经营
的农业高科技企业集团。资源集团在全国各地设有30多家分公司和办事处，在北京市大兴区、湖南省湘西州和宁乡县拥有三个共1000多亩的现代化产业基地，并配备有3个国家级食品、饲料、兽药检测中心，拥有2条按
欧盟标准设计的世界最先进的生猪屠宰、加工生产线，形成了在我国一南（湖南长沙）一北（北京大兴）各建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猪产业完整产业链产业化布局。

10 王立群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 北京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449）是国内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不断提升视频处理技术和视频分析技术，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安防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优质的
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价值。

11 易定宏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阳 北京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图教育集团），创办于2001年9月16日,是集面授培训、图书发行、网络教学于一体，拥有专兼职教师及专业研究员三千多人的综合性教育集团，是国内公认的公职培训行
业标准制定者和教育培训标杆企业，是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后勤干部培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等部门的合作单位。

12 黄艳 北京华野模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宁乡 北京
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集国际建筑模型设计、制作、模型材料研究开发一体的专业模型公司。目前在国内多个省市、海外地区拥有分支机构，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模型与城市规划产品整体研发及定制商。华野模型目
前拥有模型分支机构国内12家，并在中东迪拜、沙特，澳洲新西兰分别设有海外独立分支机构。至此，华野已逐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立足本土，辐射全球的跨国经营网络，成为中国第一家跨出国门的专业模型机构。

13 姚劲波 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 益阳 北京
58同城成立于2005年12月12日，总部设在北京，已在天津、上海、广州、哈尔滨、深圳、武汉、青岛、石家庄、大连、苏州、沈阳、成都、重庆、长沙、城口、南京、郑州、长春等32个城市成立了分公司，已经在407个城镇开通分站，6500多
名在职人员。在谷歌TOP1000网站排名中，58同城网已名列第128位，在全球分类信息领域仅次于Craigslist，位列第二位；在艾瑞发布的中文网站排行榜名已进入33位。在Web2.0百强排名表中，58同城网位列第16位。

14 周旭洲
江苏省湖南商会

宇业集团
会长
总裁

湘潭 香港
宇业集团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金融、证劵、星级酒店、投资性物业并存的大中型集团公司。经过近二十年的辛勤耕耘，宇业集团业务已辐射至安徽、江苏、湖南、广东等省以及澳洲、瑞士等二十多座城市，投资开发项目近百余个，发
展成为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50余家，其中国家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企业2家，物业服务一级资质一家，总注册资本50多亿元，资产总额近百亿元。2013年4月成功在香港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积华生物2327.HK），已更名为宇业控股。

15 吴立春 三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沅江 济南
三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12亿元，是一家集投资、教育、不动产开发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集团不动产板块，涵盖住宅地产、商业综合体、旅游地产等物业类态，先后开发项目20多个。集团教育
板块，兴办了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山东凯文职业技术学院，具有独立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 。学院占地656.1亩，开设专业80多个，各类在校生一万余人。

16 罗山东 东能集团 董事长 邵阳 成都
东能集团成立于2003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旗下已形成矿业、地产、金融、资产管理四大核心业务，集团业务遍及全国十余省市及港澳地区，并涉足海外。集团拥有优质矿山50余座，是中国白银集团第一大股东。集团参
控股境内外非银行金融机构4家，参控股中国大陆、新加坡、香港等地上市公司5家。

17 贺正刚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 阳 乐山 集团控股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077,目前市值210多亿元，主营业务为化工制造及盐矿、磷矿的开发,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纯碱和氯化铵。

18 杨林广 米老头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长沙 成都
二十年来，集团始终以蓬勃之势，活跃在休闲食品行业的最前沿，销售业绩连年翻番，全公司现有在职员工5000余人，集团现已拥有四川米老头、山东米老头、湖北米老头、什邡米老头、四川富达公司、成都米乡食品、阿
坝农业产业基地、新疆农业产业基地等多家全资分子公司。先后于2004年9月和2005年8月分别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HACCP国际食品卫生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成为业内屈指可数的象征国际先进质
量管理水平的双证持有者，更是在2010年顺利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检测认证。

19 罗志林 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怀化 珠海
蓝海之略是中国第一家医院学科建设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服务体系涵盖两大业务板块系列，包括： ①医院学科建设业务、②社区居家医疗养老服务业务。截至2017年2月，公司已合作医院600多家，建设各类科室近千
个，成功带教基层医疗学科带头人1009名，项目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惠及2.572亿基层百姓。蓝海之略服务模式颠覆了传统医院科室建设的模式，通过市场的方式和企业的方法帮助广大基层公立医院快速汇聚科室标准化
建设所需的各类资源，为医院标准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借鉴样板。

20 李白银 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益阳 珠海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是一家从事高性能复合材料船艇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客户提供从方案设计、产品制造到维修服务等全方位的个性化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3910万元，拥有资产9.4
亿元，已拥有湖南沅江和广东珠海两个生产基地，长沙拉斐尔、上海兰波湾、香港普兰蒂、美国普兰蒂、意大利马可波罗五家子公司，年生产能力达1000艘，是全国唯一一家累积销售船艇超过一万艘的企业，产品远销18个国家和地区。

21 董凡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珠海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89年，专业从事生物材料和医疗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中国第一家以血液净化产品作为主营业务从血液净化领域成长发展起来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健帆曾获“2009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2011蝉联“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百强榜”，2011年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全国首批、广东省第二家通过医疗器械GMP检查的企业。公司自主投资新建的世界一流的
血液净化科研生产基地（健帆科技园）已于2015年胜利竣工并顺利投产。公司董事长董凡2016年当选为珠海市工商联主席、珠海市总商会会长，荣获“广东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2017年1月，当
选为珠海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22 周华松 松霖集团 董事长 永州 厦门
拥有松霖科技园，松霖卫浴园，松霖精密园3大园区。在意、法、英、美、荷兰、日、韩、阿根廷、迪拜设有海外分公司及办事处。集团现有员工6000余人，荣获2086项中国及海外的创新技术专利，荣获包括德国红点奖，IF设计
大奖，红星奖，红棉奖等55项国际国内设计大奖；荣获发明专利总数占中国卫浴行业专利总数的61.3%；拥有全球最大的卫浴核心技术研究中心及22个不同核心技术研发部门；建立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标准
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30多项国际专业品质认证；与来自于多个国家的188个合作伙伴共创全球化发展格局。

23 胡精沛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双峰 厦门
公司于2015年12月上市，股票代码002785。是集采矿、制造和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中国最大、最专业、产业链最完整的石材企业集团之一。拥有3座自有矿山，8家现代化石材加工厂，29家下属子分公司，1000多名员工，形
成了年荒料产能10万m3，板材约300万m2，异型材环境材约2万m3。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4 朱志强 厦门强力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郴州 厦门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LED显示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注册资金8000万人民币，全自动生产线30条，常规生产线66条，员工超过2000余人，厂房面积达80000余平米。公司一直保持每年销售收入75%-100%的高速增长
势头，是国内规模最大的LED显示屏生产厂家之一。

25 彭幸华 乐普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湘潭 泉州 乐普艺术陶瓷有限公司占地350多亩，年产劈开砖450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集研发，生产，营销一体化的劈开砖专业性企业，乐普劈开砖已获ISO9001认证。产品远销至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共体和港台地区等。

荩荩（下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