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全省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个人（共 30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全省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单位（共 30 个）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龙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至数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费森尤斯卡比（南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昌华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九江恒通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

九江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九江联盛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亚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宏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华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天一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江西省长益光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萍乡有限公司

萍乡市金刚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江西胜龙牛业有限公司

萍乡百斯特电瓷有限公司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增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

江西瀚德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航同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贵溪金源金属有限公司

江西水晶光电有限公司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汇森家具（龙南）有限公司

江西金一电缆有限公司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瑞金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华尔升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瑞思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江龙集团鸿海物流有限公司

江西永兴特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发铝业（江西）有限公司

江西金利隆橡胶履带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和美陶瓷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兴安种业有限公司

上饶市宇瞳光学有限公司

江西红睿马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红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江西顺福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吉安德和钨业有限公司

吉安奕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环球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箔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联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嘉捷鑫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

南昌凯迅光电有限公司

江西白莲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省直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单位（12 个）

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省检察院非公企

业维权工作办公室）、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省非公

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

调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国家税务总局江

西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

记注册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资本市场处、省民政

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工养

老保险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监管处、省自然资

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

（二）设区市及以下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单位（18 个）

南昌市工商业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税务

局、九江市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九江市行政审

批局、景德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萍乡市发改

委、新余市发改委、鹰潭市委统战部、赣州市商务局、赣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高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

上饶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创业金融服务科、吉安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抚州市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赣

江新区行政审批局、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理委员会

（一）省直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个人（14 名）

王荐华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四级主任科员

卢美联 江西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

叶琳琳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四级主任科员

刘雄伟 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慧霞 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四级调研员

杨 斌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一级警长

吴登飞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

张绪波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三级主任科员

罗水平 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赵 慧 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胡嘉伟 省林业局林业产业发展处三级主任科员

鲁赣凤 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三级调研员

曾祥龙 省卫生健康委四级主任科员

熊 达 省财政厅干部

（二）设区市及以下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个人（16名）

王海群 井冈山经开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史忠明 赣江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管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 琼 萍乡市工商业联合会二级主任科员

余 玮 吉安市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负责人)
张 倩 宜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科长

陈 强 九江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三级主任科员

陈 睿 赣州市委统战部党外代表联络服务中心负责人

周剑峰 鄱阳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祝万春 抚州市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征收管理科长

顾建军 南昌市发改委体改科科长

徐新乐 国家税务总局贵溪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郭文玮 抚州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科长

龚 雯 南昌市金融办金融科副科长

韩庆生 景德镇市工商业联合会咨询培训科科长

程 蕖 上饶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

裴晓林 新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三、全省先进非公有制企业（共 80 个，按企业注册地的设区市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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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江西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江西省评比达标表

彰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开展了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考评活动。根据《关于开展江西

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赣非公领办电〔2021〕18 号）要求，经广泛

宣传、各方推荐、多部门把关，并通过初审、复审两次审查和表彰候选人所在单位、设区

市范围内两次公示，评选出全省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单位 30 个、全省服务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先进个人 30 名、全省先进非公有制企业 80 户、江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 50 名、江西省优秀创业者 77 名。现予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如对拟表彰对象有意见，请向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江西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 址：南昌市卧龙路 999 号西六栋 436 室

电 话：0791-88913423 邮政编码：330000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地 址：南昌市省政府大院北京西路 69 号

电 话：0791-86386360 邮政编码：330046
江西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年 11月 24日

关于2018-2020年度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考评表彰候选名单的公示

2018-2020年度江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考评表彰候选名单

丁 杰 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小生 江西华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 彬 江西美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庆友 九江振兴轮船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秋麟 和君小镇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勇军 江西省江天农博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申慧强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 帆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主任、管理合伙人

刘仁芳 江西瑞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志高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许继文 抚州田园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上奎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井海 江西省徽商资产管理集团董事长

李光荣 江西省越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羿 上饶市蓝天救援队队长

肖光伟 江西山水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军平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剑斌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运东 江西省航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苏英 景德镇卡服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治平 江西省舌尖王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淦翔 江西新越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拥军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新 中智互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国彬 江西省康舒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明谈 江西奋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洪彪 江西宏标汽车运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阳敏 国家级欧阳敏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郑 波 江西迅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伟 江西盛泰精密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家春 江西金利达钾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甫晟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金根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秦斌武 萍乡市金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敖晓宝 新余美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顺金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景华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俊松 赣州市深联电路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凌继河 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涂荣善 江西荣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 锋 舒蕾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留肖 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友良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彭 玲 江西和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义兴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 彬 科睿特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金辉 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腾 飏 江西凯润达精密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褚 剑 江西煌上煌集团副董事长

熊衍贵 江西普天通控股集团董事长

丁 旦 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门立志 共青城市孝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银 吉水县盘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美华 江西泽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晓春 宜春十九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伙人

艾磊华 江西赣西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智亮 江西智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 文 江西中科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吁 辉 江西优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 枫 江西力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国庆 江西挺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危云云 江西贝加尔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通 江西省逸城逸家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文峰 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智辉 浙商中拓集团江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耀祖 南昌市微轲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闫洪嘉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期胜 江西魅丝蔻化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昭平 江西金土地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海辉 宜春大海龟生命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梦丽 上饶市三清红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 泽 江西凯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李升文 江西亿朵优品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海滨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广源化工董事长

杨国飞 江西宏特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治浪 江西茂盛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学锋 景德镇正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丰翔 江西一标汽摩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新星 江西千艺众联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鹏宇 赣州好朋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军飞 江西亚马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军林 南昌科瑞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艳霞 乐平市三王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剑春 江西宋氏葛业大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

张喜军 江西御田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东强 江西风向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立成 江西立诚科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建雄 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晓东 鹰潭瑞鑫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堃源 江西兵哥送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小春 新余市中天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林路平 江西阿姆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欧阳平根 江西新超管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阳春风 江西花蝴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莉萍 江西查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国锋 抚州兴邦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贺琦 江西金黄光星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 瑜 赣江新区万睿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连英 弋阳不愁电子商务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胡春林 江西翔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思华 景德镇绿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道远 江西臻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贺会友 江西润鑫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建厦 江西自由王国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 锋 景德镇九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 哲 江西艾特传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风 江西恒科东方科技园运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一特 韩亚半导体材料（贵溪）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思沙 江西富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松明 景德镇市博大精工艺术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向阳 大余章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总裁

涂建新 江西荣和特种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明生 江西省南鹏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庆 九江智汇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小红 瑞金市天成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明志 江西津晶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苏芳 抚州佳斌现代物流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礼淦 江西富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 明 江西省浩财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 纯 江西省葛溪正太禽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傅芬芳 江西圣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 嵘 江西银杉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庆武 井冈山市映山红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顺满 万安裕维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雷应国 江西粒粒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熊炳生 江西麻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 峰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江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共 50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五、江西省优秀创业者（共 77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