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云政函 〔２０１９〕１７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八届

“云南省百户优强民营企业” 和 “云南省

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 的通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推动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省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在促进增长、转型创新、稳定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已成为

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营造激励民营企业家干事

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省人民政

府决定授予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００户

民营企业 “云南省百户优强民营企业”称号,授予蓝波等１００名

民营企业家 “云南省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珍惜荣誉、再创佳绩.

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向受表彰的企业和企业家学

习,坚定发展信心,提高发展质量,着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为推动我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１第八届 “云南省百户优强民营企业”名单

２第八届 “云南省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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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第八届 “云南省百户优强民营企业” 名单

(１００户)

昆明市 (２６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明超电缆有限公司

云南金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昊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珍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

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云叶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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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泽兴人造板有限公司

昆明联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绿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赛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俊发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巨力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三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昭通市 (６户)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理世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昭通市长江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云南凯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鲁甸县鑫辉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曲靖市 (１０户)

会泽金塬水泥有限公司

富源县老厂镇宏发煤矿

云南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鸿泰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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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首锋矿山配件有限公司

宣威市浦记火腿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浩祥服饰有限公司

曲靖昱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东飞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宣威药业有限公司

玉溪市 (１１户)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活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

云南太标太阳能集团

力高 (云南)箱包有限公司

云南联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蓝晶科技有限公司

保山市 (３户)

云南保山利根丝绸有限公司

路华能源科技 (保山)有限公司

云南昌宁红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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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 (６户)

云南摩尔农庄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禄丰天宝磷化工有限公司

楚雄市鹿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元谋金沙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大姚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双清螺旋钢管有限公司

红河州 (７户)

红河以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红河云智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弥勒市福生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乍甸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文山州 (５户)

云南大同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立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丘北县万和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伟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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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市 (４户)

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大唐汉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普洱茶 (集团)有限公司

普洱淞茂滇草六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州 (３户)

勐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

大理州 (９户)

云南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

嘉士伯 (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欧亚乳业有限公司

云南皇氏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

云南下关沱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皇正实业集团

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宏州 (１户)

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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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 (２户)

丽江市古城区丽客隆超市

丽江嘉和有限公司

怒江州 (１户)

怒江老窝火腿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迪庆州 (１户)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临沧市 (５户)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沧南华糖业有限公司

云南双江勐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临沧市强力建筑集团

云县大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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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第八届 “云南省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 名单

(１００名)

昆明市 (１７名)

阮鸿献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宗祥　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蓝　波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翟争军　昆明明超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玉明　云南凯旋利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国新　云南巨力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松川　昆明三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长虹　云南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长战　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邵宗凯　昆明联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平　科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郝振平　昆明赛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晔华　云南同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自震　昆明安泰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章　朝　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彪　昊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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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　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昭通市 (６名)

马永升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总经理

李　斌　云南理世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马永华　昭通远大实业集团董事长

温清馥　昭通绿康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国超　云南凯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廖兴巧　云南菜人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曲靖市 (９名)

吴顺柏　会泽金塬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晋高　云南富源今飞轮毂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尹家勇　云南淡定人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智海　陆良成至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乔保　云南大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尹志元　曲靖市友美动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紫阳　云南中变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正国　曲靖市品源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海燕　曲靖能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玉溪市 (１２名)

黄　镇　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保和　云南快大多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靳树伟　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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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波　云南猫哆哩集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黄运喜　云南万绿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修辉　云南阳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德斌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　斌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海泉　云南易门山里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周　峰　云南磨浆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发明　云南中瑞 (集团)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建韬　元江县永发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保山市 (４名)

李采霞　云南优昊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　立　路华能源科技 (保山)有限公司总经理

柯应美　施甸县美良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东顺　腾冲高黎贡山生态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楚雄州 (７名)

刘振义　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跃先　南华县咪依噜天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　煜　楚雄润丰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永芬　云南武定永银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洪　云南大姚机械配件厂总经理

黄金龙　云南森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峰　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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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 (６名)

张家云　云南齐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国堂　红河以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黎阳　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松谋　云南云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陈吉虎　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李文祥　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文山州 (６名)

武　植　云南壮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学生　云南大同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朝文　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冯家勇　文山市马塘冯家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云生　金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敬钧　砚山永盛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普洱市 (６名)

杜春峄　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光荣　云南大唐汉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启雄　镇沅县昌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玉仁　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纪　翔　普洱茶王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黎晖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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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州 (３名)

李玉莲　西双版纳大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诸葛利权 西双版纳勐海神益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雪波　勐腊县诚兴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大理州 (８名)

杨　龙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君祥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李斌　云南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总裁

钱体辉　云南皇正实业集团董事长

李协鼎　云南大理洱宝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永斌　宾川县华侨庄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祁建荣　大理荣漾核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字学文　云龙县团结乡鹿龙塘茶厂董事长

德宏州 (１名)

郑山洪　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丽江市 (３名)

郑　武　丽江百岁坊银器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海境　丽江坤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卫红　云南省华坪县物资总公司董事长

怒江州 (３名)

赵　舟　兰坪县顺锌加油站总经理

袁开友　怒江州三河源林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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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靓　福贡县哦乐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迪庆州 (２名)

彭宇清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学军　迪庆香格里拉碧罗雪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临沧市 (７名)

包文东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戎加升　云南双江勐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榆秀　云南云澳达坚果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普兴荣　云南省凤庆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张有力　临沧市强力建筑集团董事长

孔令山　双江县林业化工厂厂长

李镁云　云县大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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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