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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七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人选公示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开展安
徽省第七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

表彰工作的通知 》规定 ，体现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现将安徽省第七届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拟表彰人选名单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 6 月 28 日 8 时起，至 7 月 4 日 17 时止。如对拟表
彰人选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省第七届优秀建设者评选表彰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署名反映。

联系地址：合肥市包河区中山路 1 号省行政中心 1 号楼省委统战部非公
经济处（省第七届优秀建设者评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邮编：230091

联系电话：0551-62700333（兼传真）
电子邮箱：ahtzbjjc@163.com

安徽省第七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评选表彰工作委员会

2022年 6月 28日

公示名单
（共 99 名，按姓名笔划排列）

丁伟平 五河长欣科技纺织公司董事长
丁爱国 安庆市泰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卫 安徽生鲜传奇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芳 六安市爱心妈妈公益协会会长
王 珊 阜阳市新网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哲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萍 马鞍山市雨山区嘉兆便利店经理
王 瑾 安徽曦强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
王 昶 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继权 全椒县长安彩叶苗木家庭农场场长
王朝云 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福仁 芜湖市久盛地板店法人兼总经理
文高举 宿州市开发区惠达装潢材料经销处总经理
方 丽 界首市迪迪电动车经营部总经理
尹冰花 安徽净源律师事务所主任
邓毕力 安徽智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占丽达 太湖九个挑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明竹 安徽华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部书记
史凌俊 天能电池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
乐书成 安徽双乐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 兵 安徽瑞柏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 强 安徽济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玉荣 安徽文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亚军 利辛县富亚沙网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先富 金寨县俏俏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宝童 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明虎 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 夏 安徽省宜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传宝 安徽百世佳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广彬 华云数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许成汉 安徽汉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帮顺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
许瑞伍 田家庵区淮尚鲜生超市法人
孙 标 安徽翔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海龙 芜湖市新亚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严培棉 马鞍山市粤美金属制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 兵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杜国楹 黄山小罐茶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加海 安徽禾臣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建设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秀梅 安徽文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坤生 中科电力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洪彦 安徽虹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步显勇 安徽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吴 昊 凤凰网安徽总经理兼总编辑
吴屹坤 宿州闼闼晨瑞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开乐 池州市林乐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立新 马鞍山钢晨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沈岑宽 安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军 安徽老约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宏 淮北津奥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毅 安徽天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恒军 安徽寿县银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振宏 合肥东方艺术摄影馆负责人
陈 曌 安徽同乐兄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为德 安徽德琳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争上 安徽省争华羊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新曜 亳州春雨国际汽车城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林立洲 安徽富凯特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 棕 安徽三环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权扬 安徽金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辉 淮北市盛启元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郝连根 安徽启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红玲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茹金国 安徽新亳华扬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诗益 安徽晶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福霞 黄山市屯溪区富隆茶庄法人
夏 斌 郎溪县雨顺食品商贸经营部总经理
夏云兴 安徽顶峰艺创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玉洁 安徽中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家信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均生 安徽恒均粉末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述红 芜湖耿福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部书记
唐开健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礼亮 黄山华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纪红 六安市裕安区爱婴金摇篮母婴用品超市总经理
唐素文 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勇 安徽省西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黄永强 安庆永强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 莉 上海瑞慈医疗投资集团安徽分公司总经理
梁 燕 安徽元琛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 友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彭 勇 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葛敬高 合肥市包河区旺盛木业经营部总经理
董水根 铜陵市清水湾贸易行总经理
蒋学鑫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东成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建新 国汽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总裁
程 卓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童跃辉 安徽中汽旅游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谢同宝 安徽灵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忠平 安徽科蓝特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路 强 安徽佳力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
雍金贵 通用生物（安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窦开宏 安徽振升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英传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谭祖辉 安徽菜大师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翟凤祥 安徽联科水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其明 芜湖华康医院院长

桃子熟 果农笑
■ 本报通讯员 刘茜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日前， 在广德市誓节镇莹山村佳群果业
油桃采摘园，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 采摘鲜
桃的果农们忙着将一筐筐桃子装上货车，准
备运往当地水果市场。

莹山村位于广德、 郎溪两地交界的白云
山东南部。 近年来，该村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

势和区域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
积极推进优质油桃基地建设， 不断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持续推动农民增收。

2017 年， 种植大户程自国通过土地流转
种植瓜果近 700 亩，成立佳群果业合作社，仅
桃类就有 15 个品种。 莹山村通过入股合作
社，每年投入 10 万元扶持桃园建设。 如今，佳
群果业合作社在鲜果深加工领域积极探索，

推出黄桃酒、冬桃酒、手工黄桃罐头等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不仅带动当地村民增收，更为
乡村旅游提供了特色资源。

“我们种的桃子有油桃、水蜜桃、黄桃……
每天大概采摘 500 公斤。 ” 合作社社员文武
说，现在正是桃子成熟旺季，市场供不应求，
他家 5 口人都来摘桃。

为了促进桃产业进一步发展， 莹山村积

极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目前，该村已投资
180 万元实施滴灌节水农业工程，加大对桃园
日常管护。 同时，对接“一事一议”道路工程建
设，修建一条长约 2 公里的环桃山道路，方便
桃子的运输和游客的往返。 此外，村里还积极
为农户、社员提供种苗、举行栽培管理等技术
培训。 如今，全村多数村民靠着种桃走上稳定
增收的路子。

“近年来， 我们将休闲农业元素融入产业
发展，通过举办油桃采摘文化节，打开了桃子
的销路，也提高了村子的知名度。”莹山村党委
书记文祥说，将扩大桃子种植面积，延伸桃产
业链，并打造集旅游、观光、采摘于一体的农业
园区，带动更多群众共同走上致富之路。

“板凳会”上定实事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徐瑞成

“马上要种秋季旱粮了，地里急需用水，
希望镇上能够及时协调开闸放水！ ”日前，在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夏集镇姚李村农家大院
里，镇纪委“暖民心”民主监督再行动正在这
里开展，58 岁的宋之献反映姚李村午季缺水
问题，在镇纪委牵头协调下，农田缺水问题当
天得到妥善解决。

“今年以来，我们多次开展‘暖民心’民主

监督再行动，走进农家大院收集群众诉求，协
调责任主体现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难事大事。 ”夏集镇纪委书记牛拓告诉记者。

这样的暖民心活动同样在毛集镇田间地
头开展。

6 月 17 日，毛集镇纪委“为乡村发声、让
群众有感” 专项行动在董峰湖毛凤昌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内拉开帷幕。 10 多位
农民围坐一团，既唠农活，又谈问题。

“希望科技特派员常到田间来。 ”“每年多

研究一些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惠农政策要
是多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就更好了！ ”一句句
真情实话把“板凳会”推向高潮。

“我们把群众诉求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方向，先后为毛凤昌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落实土地流转、 用工需求、 道路铺设等事
项，助推合作社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毛集
镇大郢村党总支书记徐支成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毛集实验区将各类“暖民心”
的“板凳会”开到农家庭院、田间地头，帮助群

众解决各类急难愁盼问题 120 余件。 该区纪
检监察工委还对群众问题的督查办理情况进
行跟踪回访，督促问题解决实现闭环，让老百
姓真正感受到“问题有人管、意见有人听、事
情有人办”。

“为将‘板凳会’开进群众心坎上，我们最
近启动基层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 平台建
设，形成群众事项受理办理的新流程，把问题
和诉求快速解决在属地最小网格内。 ”毛集实
验区纪检监察工委有关负责同志说。

铜陵家庭服务业协会妇联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路璐）近日，铜陵市家庭服务业协
会妇女第一次代表会举行，该市新兴领域妇联再添新成员。

铜陵市家庭服务业协会成立于 2020年。 “当前，铜陵市
家政行业女性从业人员超 90%，用工方以家庭为主，而妇女
和家庭都是妇联的工作对象。 ” 铜陵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铜陵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妇联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协会对
群团工作和妇女工作的重视，体现了对女性从业者的关爱。

宝武特种冶金材料马鞍山基地开建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6 月 27 日上午，宝武特种冶
金材料马鞍山基地项目在马鞍山市雨山区开工建设。

该项目总投资约 20亿元，总用地面积约 440亩。 项目
分两期，由宝武特冶（马鞍山）高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用地约 170亩，总投资约 12亿元。 二期项目
用地约 270亩，主要建设电渣重熔车间、成材车间等。 项目
全面建成后， 对宝武特冶贯彻落实中国宝武新材料发展布
局、打造全球特种冶金关键材料行业引领者具有重大意义。

亳州谯城区“金融超市”助企融资
本报讯（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刘景侠）6 月 24 日，亳

州市谯城区“金融超市”开市，通过政府搭台，实现银行和
企业精准对接。 开市当天，10 家企业与银行签约，为企业
融资 1.7 亿元。

谯城区“金融超市”通过政府当“红娘”，实现银企“结
良缘”，落实落细各项金融信贷政策。 在政府引导下，企业
和金融机构之间加强合作，逐步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堵点卡点，进一步精准对接企业金融需求，使各项稳经济
政策能够直达市场主体，切实提升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服务
质效，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6月 25 日， 淮南第二中学举
行 2022 年高招公益咨询会，来自
国内 75 家高校的招生人员向考
生及家长介绍招生政策、 专业分
布，指导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

特约摄影 陈彬 摄

问“招” ·社会广角·

警民合力施救受困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可海 陈新颜 记者 袁野）6 月 25
日，舒城县阙店乡叶畈村一位老人在山中摔倒昏迷，警民
合力将其救出。

当晚 9 时许，舒城县公安局阙店派出所接到远在江苏
苏州务工的吴先生报警，称他母亲杨某当天早晨打电话说
去自家山场照看树木，可到傍晚电话打不通了。

民警在确认老人不在家后，立即与村干部发动群众分
成三组朝山区进发， 途中尝试拨打老人电话。 当晚 11 时
许，搜救人员听到草丛之中传来电话铃声，寻声在一处十
几米高的坎坡下发现趴在草丛里的老人。

搜救人员轮换着将老人背出山， 随即送往医院检查。
经了解，杨某在前往山场途中，不慎摔倒无法动弹，后逐渐
昏迷过去。 目前，老人已脱离危险。

淮北相山区“回头看”解企忧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万

福威）日前，淮北市相山区举办“企业家
开门接待日”活动，回应企业诉求，解决
企业难题，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次接待日活动主要是对前期接
待过程中企业所反映问题办理情况进
行“回头看”，确保问题解决落到实处。
接待现场，相山区重点对 7家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回访，面对面听取他们反映问
题的办理情况， 现场了解企业新诉求，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设立“企业家接待日”是该区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的创新举措， 意在及时
听取企业建议意见， 更好地了解和解
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主动破
解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痛点，为
企业解难纾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