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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湖南省纳税信用
A 级单位”和“长沙市最受尊敬的纳
税人”、“宁乡县税收台阶奖” ……荣
誉加身，意味着更重的责任。

面对当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挑战，罗美元及时支付税费、社会保
险、银行本息、员工工资、供应商货
款，以“提高员工终身就业的能力”为
己任，关心员工生活，将国家利益、员
工利益、伙伴利益放在了前面。

罗美元热心公益，成立了“忘不
了公益元基金”。她一手抓二代传承，
培育年轻一代的创新团队；一手抓公
益支持， 倾注公益支持的“二次创
业”。 从 2015 年起，忘不了公司每销
售一件精品提取一元公益基金。公司
累计公益支持超过 1000 万元。

【获奖感言】 感恩改革开放和强
国富民的好政策，感恩党和政府的培
育，让我从一个乡里土裁缝成长为企
业家，推选为长沙市人大代表。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短短 16 年，唐岳带
领楚天飞速发展。 2014 年，公司实现
产值 116332.89 万元，缴纳税收 2 亿
元。

唐岳先后斥资 10 多亿元， 打造
集厂区、社区、景区三区深度融合的
现代化工厂， 为员工提供如大剧院、
森林公园、四星级公寓楼、各类球场
等高档基础设施。

与社区联合帮助刑释人员再就
业，为四川灾区、台湾灾区、玉树灾
区、雅安地震灾区、各学校和敬老院
等捐款捐物累计 400 多万元。资助十
余名高考贫困学子完成大学学业，指
导与帮扶大学生创业，帮助几百号下
岗工人解决再就业难题。

【获奖感言】 感恩时代。 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为楚天和我的成长注入
了强大的时代动力；感恩国家。 国家
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为楚天和我的
成长提供了丰盛的生命营养；感恩宁
乡。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宁乡人
民的悉心呵护，为楚天和我的成长搭
建了宝贵的温馨港湾。 我和楚天将一
如既往。 争取至 2025 年，将楚天打造
成全球医药装备领军企业。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从 1996 年杨振创建
加加集团至今，加加的香味经过 20 年
的飘散，辐射到了全国各地，成为我省
调味品行业最大的产销企业。 2014
年， 加加实现销售收入 16.8 亿元、利
税 3.5 亿元。

公司创建至今， 杨振先后捐资
3000 余万元用于帮残、扶贫、助教、抢
险救灾、乡村公路建设、军民共建等公
益事业。 解决了几千名下岗职工和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并带动了当地物
流、印刷、包装业、玻璃制品等相关第
三产业发展， 为县域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

2012 年 1 月 6 日，公司成功登陆
A 股资本市场， 成为宁乡本土首家上
市公司。

【获奖感言】个人的成败得失是渺
小的， 我更欣喜于企业的成长和收益
都回报在了家乡。 我也真诚的愿意多
和年轻的创业者交流， 讲述自己的经
历，给他们一点启发。

湖南精量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作为企业家，陈基良
精心经营。近几年，湖南精量重工科技
有限公司发展迅速。 2014 年，公司实
现产值 1.5 亿元， 实现税收 600 多万
元。 在国内机械制造业整体下行的大
趋势下，公司却逆势上扬。

作为爱心人士，近 6 年来，他累计
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现金物资近百
万元。 家乡的学校建设、 基础设施建
设、镇村修建公路，他都记挂在心里。
几年来， 他赞助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的
资金达到 400 多万元。

作为长沙市人大代表， 他时刻不
忘为民鼓与呼的责任。 了解群众疾苦
和呼声，积极参政议政。

【获奖感言】 “功勋”两个字，更像
是各位领导对我的殷切期待， 是我毕
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唯有尽心尽力将
企业做大做强，为宁乡多贡献税收，为
社会多做公益， 特别是为宁乡的实力
园区建设多建功立业， 才无愧于 “功
勋”两个字。

飞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2006 年，张泽武成立
飞翼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公司在行业取得的成就，国
家发改委、国家安监总局、环保部等有
关领导及专家团队来公司进行了深入
调研， 对公司的整体技术与装备给予
了高度评价， 并将其列入国家安全生
产重大关键技术项目、 国家重点环境
保护实用技术、国家重点新产品等。

今后， 张泽武董事长将继续带领
飞翼股份， 加大在尾矿空区膏体充填
及安全无害处理技术领域革新和开
发， 努力将飞翼打造成中国智造创新
型企业。

【获奖感言】 能获得宁乡县十大
功勋企业家这项荣誉， 我感到非常荣
幸。 荣誉只代表过去，行动才能描绘出
我们的未来， 我们将继续深耕矿山尾
矿环保安全治理及高效节能领域，为
矿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我县创新发展再添新功。

湖南省宁乡县长宁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人物事迹】王新华执掌长宁炭素
制品有限公司 28 年， 专注炭素事业，
致力两型发展。 他将濒临倒闭的小企
业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电池炭棒生产厂
家。

长宁公司在 2014 年税收突破
1500 万元。在长宁，80%的员工都是本
地人，每年近 5000 万元的员工工资都
发放在了当地。 如今，大部分员工都修
建了别墅，实现了“有房有车”的梦想。

2012 年以来，公司相继实施“惠民
工程”、“捐资助学工程”， 积极参与办
学、修路。 2015 年春节前夕，王新华带
头慰问了五保老人、特因家庭、困难职
工 60 多人，送去慰问金 8 万元。 受到
村民纷纷点赞。

【获奖感言】 “实现科技长宁、绿色
长宁、百年长宁”是我毕生的心愿，1991
年我接手面临倒闭的长宁炭素， 在县领
导的关心和支持下， 企业领导的精心管
理下，慢慢成长，稳步发展。这次获奖，更
加鼓励我应该不断创新，不断跨越。

湖南东方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要学就学最好的，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这正是罗文亮
的人生格言。 他在业内率先提出“轻
装轻生活”的品牌理念，倾力打造“设
计领先”的核心竞争优势。 每年设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 3-4%。

罗文亮创建的圣得西时尚产业
园是他与员工安身立命和升华心性
的“幸福家园”。让企业成为全员幸福
指数最高的生态型组织是他追求的
目标。 公司成立知行学院，罗文亮担
任院长，学院主要开展员工专业技能
训练达标与员工身心健康成长研修。
有人说，圣得西不只是企业，更是一
所学校，不只培育专业技能，还培育
健康与幸福。

【获奖感言】 荣誉是动力 ，更是
新征程的起点。我们将以涅槃重生的
决心，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让圣
得西成为造福顾客、利益社会的共创
平台；成为员工安身立命、升华心性
的幸福家园。

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人物事迹】凌云剑是湖南松井新
材料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引路者。 他
带领松井新材在世界前沿的高端消费
品涂料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 研发实
力显著提升。 2014 年，松井新材销售
额超过 3 亿元， 近三年累计上缴国家
税收合计 1.3 亿余元。 目前向苹果、三
星、小米、华为等国内外品牌提供优质
服务。

南方冰灾、汶川地震、雅安地震，
凌云剑积极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 此
外， 他每年都以个人名义开展捐资助
学、帮教济困、救助贫困儿童等多项善
举活动。

【获奖感言】 成绩代表着过去，面
对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我深感责任之
重大，我们将继续“锐意进取”、“锐智
立新”、“持续超越”， 为民族涂料事业
开创精彩大场面！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人物事迹】中国开展废旧电池
回收并实现定向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和产业化的第一人。

他成立邦普公司， 承担 40 多个
国家级、省级项目；申请专利 117 件，
其中授权专利 79 件。

2010 年， 李长东组织邦普建立
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在长沙周边地区
设立废旧电池回收箱 500 多个，定
期回收居民丢弃的废旧电池。企业累
计为社会削减各类废旧电池及边角
料达 10 万吨， 是名副其实的环保大
使。

【获奖感言】 感谢宁乡县政府和
相关部门领导对邦普公司及我李长
东个人的肯定。 在未来，我将带领邦
普集团为宁乡工业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的努力。

长沙湘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事迹】从初创水晶郦城到打
造未来方舟，13 年来， 汤亚平立足于
发展宁乡、改变宁乡，积极引进教育、
家居行业的一流机构和项目； 安置失
业职工及失地农民 2000 余人； 公司
累计实现利税 4 亿元， 为宁乡贡献税
收 1.8 亿元。 为创造宜学、宜居、繁华
的宁乡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践行担当，他热心慈善公益，累
计捐助资金、物资共 1000 多万元。 此
外， 他还担任宁乡县禁毒委员会副会
长， 以实际行动支持县禁毒事业的开
展。

【获奖感言】 由衷感恩、感谢家乡
人民于我本人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
持， 我对这座城市的坚守和对企业的
信心皆源于此。

圣得西服饰发布会现场走秀。

加加食品集团，将食物的美味送入人们的舌尖。 楚天科技，医药装备领军企业。 长宁科技工业园，专注炭素事业，致力两型发展。

在邦普循环，经济发展与环保重担都要双手齐抓不放。

未来方舟，“为未来而来”。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大楼格外大气。白漆蓝瓦的飞翼股份有限公司。 精量重工铸造车间。忘不了服饰生产现场。

（本版文图均由宁乡县统战部、县工商联提供 李曼斯 施泉江整理）

———宁乡县首届十大功勋企业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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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宁乡县涌现出一大批为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士， 有力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快
速、健康、内涵发展。 为褒奖先进、激励发展，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10 位企业家宁乡县首届“十大功勋企业家”称号。

中共宁乡县委、宁乡县人民政府
2016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