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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 

《 中 国 建 材 报 》 社 
 

中建材企协[2018]1 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材行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

家，他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

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勇于担当市场经济主体的重任，

改革创新，善于应对各种挑战，凸显了企业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们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大力践行管理和技术创

新，努力拓展国际视野，落实“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议，增强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涌现了不少产品和技术全球领

先的企业。推动了行业发展，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弘扬建材行

业优秀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营造企业家改革创

新的崭新氛围，促进建材行业转型升级。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

协会与《中国建材报》社共同开展了“2017 年全国建材行业优

秀企业家评选活动”，经过申报、推荐、初评、终审和公示，现

决定授予彭寿，曹德旺等 98 位同志 2017 年全国建材行业优秀

企业家称号。 

希望获得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称号的同志，珍惜荣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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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厉；希望广大建材企业家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为建材行业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做出新贡献！ 

 

附 件 2017年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名单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主题词：建材 优秀 企业家 表彰 决定 

 抄  报：中国建材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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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彭  寿  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总经理 

曹德旺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文彦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吴志旗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赵  谦  中材科技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成洲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孝发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剑星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常务执行副总裁 

胡立志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建安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崔向东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行政总裁  

刘鹏飞  内蒙古蒙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薄克刚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副总裁 

冯  玮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赵伟光  湖北京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立云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马明亮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  克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副院长 

王克东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继彬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李宝友  淮海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方岳亮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刘伟全  山东万山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乔光辉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衍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森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运营管理区 总裁助理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总经理 

王学军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刘金伟  蚌埠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登平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王  蕊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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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龙  甘肃祁连山商砼总公司 总经理 

兰州祁连山水泥商砼有限公司 总经理 

冀  雄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贾正玉  曲阜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树立  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执行董事 

韩晓光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经理 

姚建虎  沙河市安全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光民  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虞炳泉  浙江红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海雄  星牌优时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  挺  陕西声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经甫  美巢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长、总裁 

赵德存  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秦宏基  平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程如良  礼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尤兆丰  汇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顾清波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李  冰  山东秦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爱武  中建西部建设贵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孔庆辉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贾绍辉  中玻（陕西）新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玉成  东阿蓝天七色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建庆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丁平俊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常军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李世龙  张掖市山丹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陈绍水  天津天涂豪邦涂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张  鹏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大区 总经理 

和田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全发  湖北鑫来利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魏  锋  江苏鑫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洋  陕西凝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吕征阳  辽宁吕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梁华国  重庆聚融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张玉坡  北京金隅程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执行董事 

王效忠  寿光市润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爱芹  辽宁女娲防水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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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起  甘肃沙井驿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范金星  沈阳新王者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名旗  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卢洪波  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万学  北票电力电杆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匡平生  江苏金峰月城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克佐  湖北神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徐敦山  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小通  北京济元紫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总裁 

曾宪才  贵州建工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王辉林  丹阳市盘隆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维国  淄博八陡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军忠  成都桂湖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宏波  山水集团东北运营区 总经理 

李洪波  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倪文勇  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忠民  山东永远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任月娥  河北贝铂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诗英  湖北华宇防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森  天津市京建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宝春  金华市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大凯  四川金兴邑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  源  陕西瑞德宝尔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宏彦  河南龙旺钢化真空玻璃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国亮  唐山市国亮特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鹏燊  山西吉港冠宇水泥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裁 

张玉石  贵州筑城恒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雷  祯  江西江兴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国平  深圳市中天元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邢  愚  浙江虎鹰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拥泽  山东晟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阿光强  云南森博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建辉  甘肃京兰水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