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中国（2018）年度评选企业家入围名单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企业名称

1 王永辉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王宇 上海宇昂水性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王春才 长春市万易科技有限公司

4 王敏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

5 王锡娟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 戈士勇 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仇云杰 江苏长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8 尹向阳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9 邓启云 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

10 甘宜梧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11 石松 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田其明 麻江县明洋食品有限公司

13 付国军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4 朱拉伊 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15 朱斌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朱新生 广东美捷威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 任元林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

18 刘远强 广州市万世德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9 刘泳澎 肇庆绿宝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刘顺祯 无锡顺铉新材料有限公司

21 刘勇 广东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2 刘骏 宽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3 刘培超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24 刘爽 南京天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5 刘毅烽 四川帕沃可矿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26 许式伟 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 许泽玮 九一先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8 孙兆昌 沈阳开普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9 苏国锋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杜朝亮 北京钛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1 李飞 安徽省天助纺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 李阳 广州慧智微电子有限公司

33 李波 中导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4 李显平  合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5 李洪谊 沈阳通用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6 李晓芳 广州南国农业有限公司

37 李骊 北京华捷艾米科技有限公司

38 李清华 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李慎磊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杨伟明 广东裕丰威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吴有林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吴华新 福建永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 吴笃琴 贵州亮欢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4 吴壁群 广东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45 邹新华 播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6 汪立平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47 汪莹 深圳雾芯科技有限公司

48 沈东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49 张云飞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 张艾琳 青岛智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张志勇 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张丽 安徽三宝棉纺针织投资有限公司

53 张启科 北京众信易保科技有限公司

54 张贵民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张科 无锡中鼎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56 张菀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 张锐 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

58 张源 创新维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9 陈永奇 珠海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60 陈齐彦 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1 陈洁 上海成途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2 陈第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陈瑞爱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64 邵阳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5 邵金华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66 罗庆发 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7 周剑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

68 周悦先 河南省金阳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69 周道华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70 郑广文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71 郑俭 无锡沃格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 房健民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

73 赵武阳  北京升哲科技有限公司

74 赵轶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郝建鑫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76 胡广良 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77 胡方 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78 胡永春 广东德诚科教有限公司



79 胡伟 界首市天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 姚鸿梁 上海同禾土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81 姚维兵 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82 夏雪松 广州硅能照明有限公司

83 顾云飞 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

84 钱永学 北京中科汉天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85 徐廷铭 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

86 唐铣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7 黄小岛 广州市埃特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88 曹剑 浙江省磐安外贸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9 曹祺 广东安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0 梁效宁 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 韩全 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92 韩蓝青 赛业（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 喻杰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4 傅曼琼 大埔县通美实业有限公司

95 温书豪 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96 蓝田 云舟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97 蔡桓 广东力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潘仲毅 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99 潘讴东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00 魏帅 邯郸市峰峰鑫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