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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亮
湖南沃邦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技术铸就中国环
保专业品牌

他从门诊医生蜕变为
环境医生， 以环保技术创
新打入中国环保产品领域
主流阵营。 他和他的团队
先后获得 30 余项国家发

明专利，其餐厨垃圾预处理及废水处理、净自然微
过滤等多项技术已达国内领先水平并应用于整个
环境保护及污废水处理领域。 服务的客户有南岳
污水处理厂、 中联重科、 湘雅医院等多家知名企
业。 2014 年，公司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单位，稳
步进入了环保领域的主流阵营，创全国领先的环境
综合服务商。

彭德光
重庆百农网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提名理由： 互联网 + 农业
的先行者

他， 带着对湘莲的情
怀，成功将其引入重庆，设
计双链驱动商业模式，以
全生态链的种植方式助推
国家生态农业建设； 他将

中医教科书中的清心莲子饮按古法配方、现代工艺
制备成药食调理良方清心莲， 深受消费者喜爱；他
入选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组建省部级
科研机构巴莲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互联网思
维贯彻到莲子产业的所有环节，搭建起生态溯源体
系和社群运营的电商平台，被称为互联网 + 农业的
先行者。

易伟
长沙发发发贷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CEO
提名理由： 缔造我省互联
网金融首家 Q 板挂牌企业

他从国企下海， 先后
在金融 、地产 、贸易 、文化
传播等多个领域做得风生
水起， 至今已经营 5 家金
融类企业 ；2014 年 3 月 ，

他正式进军互联网金融行业，专业从事 P2P 网络借
贷金融服务；公司成立不到两个月，平台总交易额就
达到 1500 万元，并于同年 10 月在上海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成功挂牌 Q 板，是我省首家登陆 Q 板的互联
网金融企业； 他发起成立省互联网金融协会， 成为
P2P 网贷行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邵灿辉
广东三辉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提名理由： 开创垃圾无害
化处理新模式

他主持的 “研制开发
综合处理与处置城市生活
垃圾配套设备” 技术及产
品开发项目为国内首创 ，

填补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空白； 他为解决污
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及出路身体力行， 在湖南建
成了日处理 120 吨的垃圾厂；敢于创新的他，研发
了利用垃圾焚烧余热产生蒸汽发电设备， 广受社
会好评。 在研发项目中，已获 9 项国家专利，其中
有 2 项专利成为科学家论坛推介专利。

谢海涛
湖南先淘不锈钢卫浴有限
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 中国不锈钢水
龙头进驻国际市场的 “王
牌军”

他是眼光独到的投资
家，从一家小厂的老板，到
收购中国第一个不锈钢水
龙头企业， 成立先淘不锈

钢卫浴有限公司；他是海外业务拓展能手，公司产品
持续亮相国际三大行业盛会，70%出口美国、 加拿
大、德国等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不锈
钢水龙头出口占有率最高的企业。 2014 年，继美国
分公司之后，“先淘”相继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菲
律宾成立销售公司，开启了“先淘”海外新征程。

陈华斌
益阳市华林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洞庭湖区兴林抑
螺血防工程标兵

他喜欢欣赏贝多芬的
《田园交响曲》，在益阳这块
热土上演奏着一支悠远动
听的奏鸣曲。 他在洞庭湖一
带及湘江长沙段租赁河堤、

渠道及荒洲、湖滩植树造林，完成兴林抑螺防病血防
工程造林 1 万亩，建成了渠道速生丰产示范林、农田
林网建设示范林等一批全国现代林业建设示范项
目，拥有林木资源总资产 5.6 亿元。 他是湖南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领头雁， 先后获得中央部委授予的
“全国带头致富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绿化
劳动模范”等荣誉。

黄靖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 谱写中国阀门
自主创新路

20 多年来，一直从事
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先后研
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多功能水泵控制阀、
水力浮球阀等有关阀门设

计 27 大系列 1500 多种产品，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其中“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国家
专利 4 项；他不到十年时间，使企业净资产增长了
148 倍，股东权益增长了 98 倍，资产总额超过 3 亿
元。 他，缔造了中国阀门极具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是
行业强劲的推手。

戴立忠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创新医药 科技
报国

他是著名分子生物学
家 ，国家 “千人人才计划 ”
特聘专家博士， 成功突破
了核酸自动提取关键技
术 ，开发了 “磁珠法 ”、“一

步法”、“自动化”三大技术平台，创造了“精度最高”、
“单位时间内通量最高”、“耗时最短”三个世界之最；
他开发 40 余种先进的核酸诊断试剂和 50 多种生
化诊断试剂，产品涵盖病毒性肝炎、艾滋、肿瘤、肾功
能等，自主创新专利 50 多项，填补了国内诊断领域
的多项空白。

罗文
厦门征厦房地产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总经理
推荐理由：投资中草药造福
三湘百姓

2009 年他在厦门创立
了征厦房地产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短短几年，公司从
一家小门店发展为多元化

的集团公司， 并成为厦门十大品牌房产经纪公司；
2014 年，对中医药情有独钟的他跨界投资梅山中草
药文化研究会， 邀请各地名医专家专为贫困重病家
庭免费义诊； 他创建了冷水江市梅山中草药研究基
地，为热爱中草药者提供交流、研究场所，以此弘扬
中国传统中医行业。

罗文锋
湖南百宜云商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 开启饲料行业
电子商务新里程

作为湖南百宜饲料电
商创始人，他钟情于创新，
构建全国首家进驻阿里巴
巴和淘宝平台的龙头饲料
企业； 他首创农牧业 O2O

电子商务新模式———百宜饲料农村信息服务站和全
国第一家微信饲料商城， 开启了饲料行业电子商务
的新里程。 2014 年，百宜饲料年产值达 7 亿多元，更
从区域性品牌成长为了全国网络知名品牌； 他是全
国饲料电商的先驱者，更是行业的领导者。

胡德安
湖南三十九铺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提名理由： 打造全球茶业
的“星巴克”

他用 4 年时间， 让三
十九铺黑茶品牌加盟店在
全国 30 多个省市落地开
花，产品在中博会、上海、

西安国际茶博会全部售罄；他敢于创新，巧妙地利
用高科技手段消除杂菌， 较好地解决了黑茶的品
质、口感与香气问题；他创立三十九铺营销新模式，
五个升级打造全球茶业的 “星巴克”。 他预斥资
5000 万元打造中国首家“茶叶银行”，收集保存茶
叶各类极品、古董级精品等，以此向世人展示中国
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吴向东
云南滇西农夫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打造纯天然植物
养生全产业链

他 19 岁离开老家祁
东，辗转湖南、云南。在丽江
开设“滇西农夫”中药材专
卖店，专营云南特有的中药
材和农特产品，主打云南高

端旅游“地方特产”市场。 2014 年，他创立云南滇西
农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进军中国中南部健康
市场。 目前，公司在云南多地建立 3000 亩种植基地
和 20 多家滇西农夫门店，围绕纯天然植物，专注于
纯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和推动，逐步形成了从种植、
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张治国
广西瑞豪企业集团董事长
提名理由：构筑瑞豪综合服
务商业帝国

2006 年 ，他从湖南到
广东、广西创业，先后创办
瑞豪科技、广东瑞豪酒店、
瑞豪环境、 广东富邦家具
等 10 家子公司，一步步将
瑞豪集团的宏伟蓝图付诸

现实；9 年时间，集团业务涵盖 IT 服务、软件、建筑
装饰、环境产业、酒店、旅游投资等多个行业领域，打
造了一个高新技术综合服务型集团企业 ；2014 年
底，集团营业额已超过 8 亿元，瑞豪企业集团为两广
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个，同时，集团以技术和服务，
赢得了 IBM、惠普、戴尔、中兴通讯、华为、赛格等众
多合作伙伴。

张佳
长沙市新乌龙山寨餐饮文
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 ： 打造民族特色
“美食王国”

她将湘西文化、现代理
念与湘菜饮食文化 “三元”
完美结合，十多年倾力打造
具有湘西民族文化特色的
新派湘菜酒楼；她以弘扬湘

西特色饮食文化、 创建民族特色餐饮第一品牌为己
任，先后创立“乌龙山寨”和“吊脚楼”两大品牌，将湘
西民族文化伴随着美食传递到全国；2014 年底，公
司直营店及加盟店已遍布长沙、张家界、北京、深圳
等地，成为湘菜民族特色企业。

曾双德
柳州市盛君空调电器设备
有限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 ： 盛君缔造家电
“传奇”

他 1999 年成立柳州市
盛君空调电器设备有限公
司，15 年风雨锻造，成就了
柳州民营最强势的家电超
市；从单一的空调经营到综

合家电卖场，从小规模经营到连锁出击，面对本土和
外来家电卖场的竞争， 盛君家电凭借在消费者口中
良好的口碑和诚信经营的理念稳稳占据了柳州家电
市场的一席之地。 公司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
先进单位、价格诚信单位、柳州市诚信企业、消费者
购物放心店殊荣。

赵建国
常州众创车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提名理由：打造中国汽配行
业云平台领导品牌

他致力于通过互联网
技术和体验来改变传统汽
配模式，重构汽车配件销售
渠道； 在业内首次以 SaaS
云服务模式服务客户，帮助

企业建立线上的沟通平台、管理平台和营销平台，构
建众创车联的核心产品“汽配云”平台，全方位解决
汽配供应链难题，推动汽配企业商务电子化转型，开
创了汽配行业销售新局面， 荣登汽车后市场最具升
值潜力的 100 家新星公司榜单。 公司“汽配云”项目
入选江苏省常州市政府“龙城英才”重点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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