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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狮奖（21位）

张 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韵升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崔立新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红霞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曰兴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吕天宝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于 江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玉瑞 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盛守祥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舒忠峰 山东渤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总经理
刘连民 香驰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向海 山东广富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王 棣 西王村党委副书记、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爱平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 更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渤海汽车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阮超英 滨州亚光家纺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雨泽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良千 山东永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龙柱 山东万事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军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亚群 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银狮奖（50位）

杨丛森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山东宏拓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耀伟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晨 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民堂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小飞 汇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长
李景华 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宫宝进 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翟玉祥 山东国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保华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天宇 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树常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道泉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兼

总经理
夏毅飞 国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义亭 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韩洪亮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尹 波 山东华建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晓平 山东泰义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国锋 山东日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辉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崔国昌 山东创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宜彬 滨州裕能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龙峰 山东新美达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东锋 滨州戴森车轮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陈 伍 山东滨化海源盐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永焕 诺力昂化学品（博兴）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兆辉 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杨广富 山东省阳信广富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国殷 阳信长威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前方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天池 山东齐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存友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长波 山东恒嘉高纯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晓斌 阳信华阳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泽芳 山东昊润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 涛 阳信瑞鑫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晓峰 首建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李 岩 山东大展纳米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如云 滨州亚泰雅德动力配件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盖中学 山东鸿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褚兴坤 山东博远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瑞国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兆光 山东兆光色谱分离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浩 山东九环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风耀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韩克刚 山东富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华 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光盛 无棣海忠软管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书良 奥斯龙明士克复合纤维（滨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盛玉春 山东滨州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凯思 山东科宇能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三）铜狮奖（63位）

李炳更 山东滨州博莱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王现全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春德 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吉小兵 山东西王糖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王荣博 山东北方创信防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
张 超 益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建峰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卫民 山东海容电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克泉 山东巨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茂柳 山东宏鑫源钢板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吴加宝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兼总经理
张维业 山东金佰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秀云 山东安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强 山东力强钢板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倪 政 山东沾化永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培建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明 山东宏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王 毅 滨州山水水泥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周英俊 山东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道胜 滨州市正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泽英 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玉民 佳化化学（滨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国猛 山东恒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以林 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蒋迎辉 山东立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杨青建 山东禹王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绪光 滨州市美厨厨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徐呈华 山东达信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岳宏 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红梅 山东向尚服饰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振波 航桥新材料科技（滨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嘉龙 山东嘉隆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长博 山东省十里香芝麻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
董桂光 山东滨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梁 光 山东齐星铁塔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纪永 山东欧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金华 山东省阳信县福安清真肉类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
刘振华 山东乾正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琦 山东方霖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 伟 山东伟瑞制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寿平 滨州海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初贵斌 山东亿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尊朋 山东滨州健源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张 丛 绿城（山东）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学军 滨州市金毅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晓港 山东开元润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李 涛 山东瑞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建军 滨州市通晟工贸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邢光波 山东滨州波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总经理
张 旭 山东雅士享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连展宏 山东万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 涛 沾化瑜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旭东 国科天骥（滨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士成 山东华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毕义军 滨州新大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晔 山东荣泰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傅 慧 山东富瑞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鹏 山东宏和轻量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良举 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总经理
王晓岗 山东颐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俊刚 山东无棣海丰电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
高景坡 山东省阳信泰锐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成山 山东鑫诚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全市优秀企业家“金狮奖”“银狮奖”“铜狮奖”获得者名单
附件1

近年来，全市广大企业家和各级各部门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锚定“走在前、开新局”，扛牢使命，争先向前，深耕主
业，做强实业，积极践行“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勇于担
当作为，为加快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表扬先进、倡树典型、提振干劲，大力弘扬优秀企业

家精神，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在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建设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家和先进单位进行
表扬，授予张波等21位优秀企业家“金狮奖”，授予杨丛森
等50位优秀企业家“银狮奖”，授予李炳更等63位优秀企
业家“铜狮奖”，授予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等33家
单位富强滨州建设“金星奖”。

希望受到表扬的个人和单位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勇

担使命、再接再厉，更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争创更大成
绩。全市广大企业家和各级各部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持续深化“双型”城市建设，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着力营造“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发展环境。

附件：１. 全市优秀企业家“金狮奖”“银狮奖”“铜狮
奖”获得者名单

２.富强滨州建设“金星奖”获奖单位名单

中共滨州市委 滨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授予2022滨州市优秀企业家“金狮奖”
“银狮奖”“铜狮奖”和富强滨州建设“金星奖”的决定

附件2

富强滨州建设“金星奖”获奖单位名单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
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滨州市国家安全局
滨州海关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滨州供电公司
武警滨州支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国家统计局滨州调查队
滨州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中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滨州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滨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滨州市分行
滨州医学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
大众日报驻滨州记者站
滨州海警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

滨州黄河河务局
山东广播电视台滨州记者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
山东高速滨州发展有限公司
滨州海事局
滨州市气象局
滨州市邮政管理局
滨州市水文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滨州分中心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滨州审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