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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咸宁企业商会
法人代表：王建业 联系电话：13911530888
北京咸宁企业商会于2019年1月12日登记注册，商

会拥有会员300余家，涵盖文化、传媒、地产、餐饮、建筑、
医疗、投资、科技、物流、商贸、金融、保险、会计、律师、食
品、旅游、制药等20多个行业。商会秘书处下设办公室、
会员部、商务部、宣传部四个工作部门。向咸宁推荐近
300余党政军民学各类人才，促成真奥集团、中科电子、金
桂源生态旅游3个项目落户咸宁，投资金额近30亿元。

现任会长王建业先生系CCTV发现之旅《魅力故乡》
栏目总制片人、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理事、世中联“一带一
路”标准与健康产业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
京市书刊发行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旅游协会常务理事，
北京恒友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咸宁商会
法人代表：邱红光 联系电话：13818183017
2017年8月31日，获得上海市民政局颁发的《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接受湖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江苏、浙
江）办事处的指导，咸宁市驻上海人才工作联络站设在本
会。商会现有会员企业近120家，分布于金融、TMT、智
能制造、新能源、医疗健康、文化教育、新材料、消费服务等
众多领域。上海胜道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管理
合伙人邱红光担任商会首任会长。商会成立以来，始终秉
承“服务会员、反哺家乡、热心公益”的宗旨，推崇“诚信、务
实、利他、进取”的商会价值观，围绕“左手公益、右手商业”
的战略部署，不定期组织各种行业性的主题活动，旨在引
导和推进会员企业之间合作共赢、做强做大，努力把上海
市咸宁商会建设成中国最卓越的商会平台之一。

广东省湖北咸宁商会
法人代表：于 波 联系电话：13903026724
广东省湖北咸宁商会（广东省湖北商会咸宁分会）于

2007年10月成立，于2018年4月在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组
织管理局登记注册。商会设有2个党总支，11个支部，现
有党员230人，会员1000多家。第一、二届会长由深圳市
泰佳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但泰山（赤壁籍）担任，第三届
会长由广东圣源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波（通山籍）担
任，第四届会长由佛山科瑞斯家具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平（嘉鱼籍）担任。2015年被咸宁市工商联授予“商会工
作先进单位”；2017年被湖北省工商联授予商会招商工作

“优秀组织奖”；2017年被广东省湖北商会授予“优秀分支
机构”；2018年被广东省湖北商会授予“优秀分支机构”、

“支持商会党建工作优秀商会”。

天津市湖北咸宁商会
法人代表：王国荣 联系电话：13920770149
天津市湖北咸宁商会于2018年3月正式成立。4月，

咸宁市驻天津人才工作联络站揭牌仪式在天津市湖北咸
宁商会驻地举行，市委组织部与天津市湖北咸宁商会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向联络站工作人员颁发聘书。

商会自成立以来，不断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档案制度、
组织制度和会长轮值制度，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开展互访学
习活动、外出考察和体验活动、政企合作和政会合作活动、
返乡考察活动、创新融资服务活动以及招商引才活动，切

实履行商会各项职能，凝聚和团结会员智慧，积极拓展服
务领域，构建联谊平台，促进企业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商会
影响力，取得较好业绩。

2017年获得楚商年度人物奖。

咸宁广东商会
法人代表：苏建志 联系电话：13825526680
咸宁市广东商会于2012年成立，现有会员单位近60

家企业，分布于20多种行业。商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1
人，秘书长1人，监事长1人，秘书处有专职工作人员2人，
下设行政部、公关宣传部、招商引资部；商会组建基层党支
部，现有党员7人，预备党员1人。商会和党支部活动，运
作较为良好，组织团结有战斗力。

2012年，会长获咸宁市“经济风云人物”称号；2017
年，会长获咸宁市“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2015年，商会
被评为“咸宁市先进商会”；2016年，党支部书记获“全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17年，获“咸宁市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2018年，获“咸宁市先进商会”等
荣誉称号。

咸宁福建商会
法人代表：陈灿章 联系电话：15960102888
咸宁市福建商会成立于2007年11月8日，在咸闽商

3万多人，现有会员400多家，商会成立党支部，现有党员
4人。商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累计捐款200余万
元。在咸闽商投资总额约600多亿元，成为咸宁规模最
大、人气最旺、影响力最强的一个异地商会。

2009年，商会被授予“咸宁市最优商会”；2011年，商
会被授予“青年文明单位”；2013年，商会被授予“先进商
会”等称号。

广东省湖北咸安商会
法人代表：邓玉泉 联系电话：13809621301
广东省湖北咸安商会于2007年12月29日在广州成

立，第一、第二届会长为雷应金。2017年12月29日，邓玉
泉当选为新一届会长，商会于2018年10月取得广东省民
政厅的登记证书，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党支部，现
有会员500多人。

商会宗旨：信息交流，增进乡情；抱团合作，资源共
享；政企沟通，排忧解难；公益互助，共同发展。

商会从成立之日起，积极广泛团结在广东的咸安老
乡，搭建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促进家乡经济建设的发展，
做了大量的工作。

武汉市咸安商会
法人代表：盛周军 联系电话：13707123338
武汉市咸安商会于2019年5月8日登记注册，现有

会员企业120家，商会秘书处办公地址设在武汉市江汉区

新华路218号浦发银行大厦14楼。2019年6月28日，在
武汉中南花园酒店举行了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选
举产生了名誉会长、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理事，由会长提名选举产生了秘书处组成人员，会上还举
行了授牌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咸安区同六家企业进
行了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7.4亿元。

广东省湖北嘉鱼商会
法人代表：陈 超 联系电话：13808851819
广东省湖北嘉鱼商会于2005年成立，现有会员1000

多个，为家乡的发展出谋献力，对家乡助学、扶贫、招商引
才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2019年初，商会获得广东省社
会事务管理局核发正式文件，并将办公地点定于广东省东
莞市东城街道桑园石井工业区伟盛2号楼21号。现任会
长陈超荣获“广东省湖北咸宁商会十周年功勋奖”，现任秘
书长陈荣华获得“广东省湖北咸宁商会十周年卓越奖”。

嘉鱼县企业家协会
法人代表：周志专 联系电话：18162966666
嘉鱼县企业家协会成立于2013年12月，现有会员单

位66家，覆盖全嘉鱼县重点企业。现有会长1名，副会长
15名，秘书长1名。

协会紧紧围绕嘉鱼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政府
引导，企业主导，传递能量，促进共赢”的宗旨，每年推行

“十件实事”，创新发展，回报社会，有力的推动了嘉鱼县域
经济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8
年被评为咸宁市“四好”商会。

上海赤壁商会
法人代表：陈海阳 联系电话：13818301038
上海市湖北商会赤壁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赤壁商

会）于2015年1月在沪设立。目前企业会员有逾100家，
广泛分布于金融、TMT、新能源、生物医疗、文化教育、机
器人、旅游、智能家居、有机食品、房地产、服务等领域。商
会已吸引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众公司等领军行业企业
及众多的优秀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加盟。

上海赤壁商会本着“诚信、务实、创新、慈善”的宗旨，
立足上海，回报家乡，辐射全国，为推动沪鄂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力争成为国内极具商业价值的商会。

广东省湖北赤壁商会
法人代表：孙 华 联系电话：13923763111
广东省湖北赤壁商会是以在广东省境内常住或长住

的湖北省赤壁籍（或原籍赤壁）的自然人或企业法人为主
体，团结赤壁籍在粤投资兴业、经商务工、生活、学习的各
界人士，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商会共有会
员约400人，常务副会长30余人，副会长20余人，理事40
余人。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团结、沟通、发展、共赢”八字

为宗旨，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为目标。先后被广东省湖北商会授予“先进商会
单位”称号；被莲塘社区残疾人协会授予“真诚关爱、共享
和谐”爱心荣誉称号；会长孙华被广东省湖北商会会授予

“支持商会党建工作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东莞通城商会
法人代表：胡幼平 联系电话：13560811588
东莞通城商会创立于2008年，现有会员企业200余

家，平台会员企业年产值达 80 亿元，成立了商会党支部，
现有党员 22 名 ，同时设有学习委员会、维权委员会、商务
委员会等部门。2008年—2019年，共为家乡贫困人员及
捐资办学共捐赠善款近500万元，至2019年，组织26家
企业回乡投资，投资金额近30亿元。2010年，被咸宁市
工商联授予“先进商会”称号；2018年，被通城县委、县政
府授予“招商引资先进单位”；2018年被通城县委县政府
评为慈善募捐先进单位。

上海市咸宁商会通城分会
法人代表：黎 杰 联系电话:13361898638
上海市咸宁商会通城分会于2019年9月6日正式揭

牌成立，现有会员54个。商会设会长1名，监事长1名，常
务副会长1名，副会长7名，支部现有党员8名，设书记1
名，委员2名。目前，成功举办招商推介活动三场次，签约
项目10个；引导3家企业落户通城，共投资约6亿元。
2018年，被通城县委、县政府授予“招商引资突出贡献
奖”。

北京通城商会
法人代表：袁金娥 联系电话：13601281866
北京通城商会成立于2009年，现有会员50余名，会

长1名，常务副会长1名，副会长6名，理事9名。商会以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为运营方式。
积极地为会员干实事、做好事，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为通
城经济的发展，积极配合招商引资，起到承上启下的作
用。2018年，被通城县委、县政府授予“招商引资突出贡
献奖”、“精准扶贫慈善奖”。

广东省崇阳岭南商会
法人代表：汪大国 联系电话：13823365655
广东省崇阳岭南商会成立于2007年12月，具有独立

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目前下设8个分会，4个党支部，党员
40余名，理事成员70余人，商会个人会员已逾600人，会
员企业200余家，遍布广东省内各个市(区)，涉足房地产、
金融投资、文化教育、工业制造、建筑建材、IT产业、电子
电器、汽车、餐饮娱乐、医疗保健、商贸物流、纺织服装、咨
询服务、农业开发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先后荣获2015年

“市先进商会”、2016年“市先进商会”。

崇阳长三角商会
法人代表：金新奇 联系电话：13372171308
崇阳长三角商会于2018年10月30日经崇阳县民政

局注册登记批准成立，接受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政府合作交
流办公室的指导。商会联系上海区、江苏区、浙江区中等
多个地市商会，现有会员企业1000多家，遍布现代服务
业、制造业、零售和商业贸易、医药、教育、地产、高科技、互
联网、金融与电影文化投资等诸多行业领域。

商会遵循“以商养会”和“以商养商”模式，秉承“聚集
崇阳在长三角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和有志之士，共谋合
作，协同发展”的宗旨，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扩大影响力，
反哺家乡，共谋合作，发挥崇阳籍在长三角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

崇阳武汉商会
法人代表：但 锋 联系电话：13871197877
崇阳武汉商会于2018年1月19号在武汉成立，现有

会员企业101家，遍布石材建筑业、现代服务业、制造业、
零售和商业贸易、医药、教育、地产、高科技、互联网、金融
与投资等诸多行业领域。商会自成立以来，切实履行各项
职能，努力为崇阳籍老乡、企业排忧解难，积极配合县委、
县政府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义务宣传和推介崇阳，多次组
织会员企业返乡考察洽谈投资，踊跃参与家乡建设，积极
投身扶贫公益事业，参与石城镇和青山镇扶贫助学，累计
捐款527万，受到各方好评。

广东省湖北通山商会
法人代表：徐海浪 联系电话：13926576758
2019年经重组后重新登记挂牌，已经拥有会员企业

1000余家，产业覆盖石材建材、智能机械制造、商贸旅游
等多个领域。商会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动员一部分有实力
的企业回乡投资。目前实现投产见效的项目有：商会名誉
会长于波投资1.6亿元建设金牡丹生态科技园，阮加明投
资6000万元建设的明创基端子连接线生产项目；高秀强
投资1亿元建设的医疗设备电线附件生产线；熊细奎投资
1.5亿元建设的洪茂木业家俱生产项目；吴风燎投资2亿
元建设的光电遥控器生产线项目；徐海浪投资近2亿元建
设的通山富水花海项目。另有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带动就
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正在洽谈之中。

上海通山商会
法人代表：成建元 联系电话：13701644525
上海市湖北商会通山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通山商

会”)于2008年在上海成立，是上海市湖北商会的分支机
构，接受通山县工商联和上海市湖北商会指导。商会设有
党总支部、会员部、青工部、女工部、秘书处等。商会已历
经五届，上海雅豪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成建元为现任会
长；上海固绿绿化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愿生担任党总支
书记和名誉会长。商会现有会员近200人，遍布石材建筑
业、现代服务业、制造业、零售和商业贸易、医药、教育、地
产、高科技、互联网、金融与投资等诸多行业领域。

截止目前，商会共举办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4场，商会
会员回乡投资工业制造、农业、旅游、化工、电子等项目11
个，投资金额达20亿元人民币，通山迎宾新城约5亿元。

招商引才突出贡献商会

张德胜，男，汉族，52岁，湖北嘉鱼人，市人大代表、市

工商联副主席，现任湖北嘉安控股集团董事长。2015年荣

获“南鄂诚信楷模”，2017 年荣获咸宁市“优秀民营企业

家”，2018年获评“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2019年荣获湖

北省优秀企业家“金牛奖”。2018年集团上缴税收1000多

万元，被嘉鱼县委、县政府授予“纳税贡献奖”。企业每年

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带动间接就业500多人。

刘传禄，男，汉族，45岁，中共党员，湖北通城人，现任湖

北三赢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长，华企商学院特聘

名誉院长，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公司曾获“湖北省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咸宁市优秀民营

企业家”、“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咸宁市政府质量奖”等

多项荣誉。

汪定邦，男，汉族，

湖北崇阳人，中共党员，

现任湖北中健医疗用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

荣获“咸宁市十佳青年

企业家”、“咸宁市劳动

模 范 ”、“ 优 秀 共 产 党

员”、“2015 年度湖北省

文明诚信私营企业”、

“2015 年度湖北省个体

劳动者私营企业最佳成

长奖”、“2016 年度非公

党建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2017年湖北省消防先进

工作者”、“2017年咸宁市优秀民营企业家”、“优秀人

大代表”。

朱忠景，男，汉，56岁，湖

北通山人，现任湖北景源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公司连续多年被通山县

委、县政府授予“十佳企业”、

“十优企业”、“十强企业”、

“优秀企业”等光荣称号，曾

荣获“2016 年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2017 年湖北省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7

年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

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湖北省

隐形冠军科技小巨人企业”、“湖北省循环经济试点示范企

业”、“2017年、2018年咸宁市安全生产红旗单位”、“2018年咸

宁民营企业30强”、“咸宁市突出贡献民营企业”等光荣称号。

李勋，男，土家族，33岁，湖北咸安人，咸宁市政协委员，

咸安区政协常委，现任真奥金银花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真奥药业位于咸安经济开发区，投资3.5亿元，占地153亩，

2018上缴税收1.2亿元，被咸宁市人民政府授予“十强纳税

企业”，被咸安区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公司生产的

金银花口服液荣膺中国医药界“十大新锐品牌”。

应杨林，男，汉族，49岁，

湖北咸安人，现为湖北中港

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实际控股

人，咸宁市威港置业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2015年至2017

年连续三年被咸安区政府授

予“纳税大户”荣誉称号，

2018 年被咸安区政府授予

“纳税突出贡献奖”，2017 年

获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2018年被湖北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授予“湖北省支柱产业

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科技小巨

人”称号，2019 年获咸安区

“五一劳模”光荣称号。

周志专，男，汉族，41岁，

湖北嘉鱼人，中共党员，现任

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先后被授予“第十届全

国创业之星”、“享受国务院

政府津贴专家”、“享受省政

府专项津贴专家”、“湖北省

劳动模范”、“湖北省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等荣誉。2004年以来，投

资近20亿元建设东湖学院新

校区、高强度重型钎具生产

线、高精度特种无缝钢管生产线、河坝煤矿项目，获27项成

果和专利。投资50亿元，实施田野乡村公园、国家级新材

料特色小镇、山水林田湖草国土综合整治试点等项目。与

蓝城集团合作，投资68亿元建设蓝城田野颐养小镇项目，在

嘉鱼东大学城投资20亿元建设民办高中、幼儿园等项目。

陈龙官，男，汉族，51

岁，福建福州人，现任湖北

金盛兰集团董事长。先后

荣获“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全国节能减排先

锋企业”、连续两年入选“湖

北省民营企业 100 强”、“湖

北省光彩之星”、“环境社会

责任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咸宁十强纳税企业”、

“2019年咸宁市支柱产业细

分 领 域 隐 形 冠 军 示 范 企

业”、连续两年入选“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赞助咸宁市

第一届运动会、连续三届咸宁市温泉国际马拉松、“嘉鱼县

首届文化乡村旅游节”，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担任火炬

传递手。

王伟，男，汉族，42岁，湖

北赤壁人，现任维达力实业

（赤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

席工程技术总监。目前公司

已提供了 5000 多个就业岗

位，已缴税6000 多万元。积

极参与慈善事业，多次组织

公司员工参与义工行动，组

建了一支 1500 人的志愿者

队伍。2018 年荣获“咸宁市

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

2019 年荣获“湖北省劳动模

范候选人”。

刘远鹏，男，汉族，40岁，

湖北赤壁人，咸宁市第四界

政协常委，现任赤壁市和安

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有限

公司董事长，湖北亦诚置业

有限公司（咸宁清华城楼盘）

总经理。2015年荣获厦门市

外来务工人员“先进个人”，

2018年湖北亦诚置业有限公

司被咸安区税务局评选为

“纳税大户”，赤壁市和安中

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项目列

入市政府“市十大重点建设

项目”。

黎珊玉，男，汉族，72岁，

中共党员，湖北通城人，现任

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建国60年60位

“全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

“全国发展县域经济突出贡献

人物”、“全国优秀乡镇企业

家”、“全国轻工系统劳动模

范”、“全国创业之星”、“全国

优秀乡镇企业董事长”、“全国

扶贫开发先进个人”、“全国企

业文化建设功勋人物”、“湖北省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湖北省扶贫状元”、“省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省人大代表”、咸宁市建市20年20位“发展贡献奖”、

“咸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突出贡献奖”、“咸宁市十大经济风

云人物”、“感动通城终身功勋人物”等。

潘协保，男，汉族，67岁，

中共党员，湖北通城人，现任

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荣获“国务院工

程技术政府特殊津贴”、“享

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人员”、

“农业部第五届全国乡镇企

业家”、“湖北省青年星火带

头人标兵”、“湖北省政府千

米耐火云母带项目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湖北省爱心慈

善奖”、“湖北省总工会湖北

五一劳动奖章”、“全省老区做出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湖北省助残先进个人”、

2012年当选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云母专业委员会第五

届理事会理事长。

龙 天 华 ，男 ，汉 族 ，61

岁，中共党员，湖北崇阳人，

现任崇阳县昌华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先后荣获“2013

年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全

国 建 材 行 业 劳 动 模 范 ”、

“2009 年湖北省劳动模范”、

“2018 年湖北省优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咸宁

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咸宁市十大经

济风云人物”、“2018 年咸宁

市民营企业30强”等荣誉称号。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捐资助学、救孤助残、

“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等社会公益捐赠累计达 600 万

余元。

戴 细 兵 ，男 ，汉 族 ，67

岁，湖北崇阳人，市第三届、

第四届人大代表。现任崇阳

县青山钒铁有限责任公司法

人代表、总经理，崇阳县青峰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投资人、

总经理。先后被授予“湖北

省名牌产品”、“湖北省劳务

创业之星”、“湖北省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湖北省国税百佳纳税

人”、“咸宁市劳动模范”、“咸

宁市中小企业优秀企业家”、“2009 感动咸宁十大人物”、

“纳税A级信用单位”、咸宁市“科技先进单位”、“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节能减排”、“劳动和社会保障诚信单位”、

“2018年咸宁市五一劳动奖”、“2018年咸宁市民营企业30

强”等荣誉称号。

许玉国，男，汉族，65岁，

湖北通山人，现任星光玉龙

机械（湖北）有限公司总经

理。先后获得“先进私营企

业”、“先进基层党组织”、“湖

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优秀企业家”、“支持非公党

建的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

号 。 公 司 2009 年 通 过 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2011 年九宫牌捡拾

式压捆机通过了湖北省农机

局、国家农机局鉴定，并颁发了推广鉴定证书。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文将 YLYQ 系列产品录入了

《2012-2014年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在

2015年继续列入了《2016-2020年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

械产品目录》。

陈忠，男，汉族，50 岁，

湖北通山人，现任武钢森泰

通山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公司始终依托武钢集团

公司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优

势，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技

术和管理“四创新”，生产业

绩不断攀升，成为国内生产

高纯硅铁的龙头企业。先后

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单位”、“湖北省双强百佳党

组织”、“全省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全省优秀职工之

家”、“咸宁市民营企业 30

强”、“咸宁突出贡献民营企

业”等各类荣誉称号 50 多

个。

严彬，男，汉族，66岁，侨

商联合会第五届荣誉会长，

现任华彬集团董事长，红牛

维他命饮料（湖北）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0 年香港“《领袖人

物》·年度人物大奖”；

2011 年 天 下 英 才 传 媒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家奖”；

2014 年北京首届“京华

奖”（北京市授予侨界人士和

港澳同胞的最高荣誉奖项）；

2017年、2018年湖北省民营企业100强；

2018年咸宁建市2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奖；

2018年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

2019年10月26日，荣获70年70企70人“中国杰出贡

献企业家”称号。

陈中革，男，汉族，52岁，

辽宁开源人，第四届第五届

政协常委，市食品行业协会

第二届会长，现任湖北奥瑞

金制罐有限公司总经理。公

司自2006年7月实现投产以

来，累积完成工业总产值130

亿元，税收 17.03 亿，2018 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 15 亿元，实

现税收 1.5 亿元。企业每年

以近30%的速度快速递增，每

年为当地提供近四百名就业

岗位，为咸宁市重点企业。公司累计捐款65万元。牵线搭

桥，引进上下游企业和产品线，引进两家企业投资近26亿

元。曾荣获“2017年湖北省民营企业100强”、“2018年咸宁

市民营经济30强”，连续十年获咸宁市“十佳纳税大户”荣

誉。

许鹏，男，汉族，50岁，安

徽濠州人，中共党员，武汉市

人大代表，现任黄鹤楼酒业

党委书记、董事长。曾荣获

“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先

进个人”、“湖北省优秀企业

家”、“湖北酒业年度十大领

军人物”等。2015年，黄鹤楼

酒业（咸宁）有限公司缴税

2700万；2016年，黄鹤楼酒业

（咸宁）有限公司缴税1.3亿，

税收大幅提升，曾多次荣获

纳税贡献突出单位、纳税十强等荣誉。公司已成为美丽的

国家4A景区，并荣获了“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各类

荣誉。在嘉鱼建立了专门的粮食种植基地，助力咸宁精准

扶贫工作。

王顺，男，汉族，56 岁，

湖北咸宁人，现任湖北智莱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

2018 年 7 月获得中共咸宁

市委咸宁市人民政府颁发

的“咸宁市优秀民营企业

家”荣誉证。公司2014年投

产，至 2018 年，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 11.39 亿元，税收近

8000 万元。企业经营业绩

突出，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销售收

入和税收均有稳定增长。

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首届咸宁楚商大会光荣榜
咸商杰出贡献奖

胡振亚，男，汉族，38岁，湖北咸安人，现任湖北精华纺

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市第四届政

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咸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被评为湖北省123企业家代表，咸宁市优秀企业家，咸宁五

四青年奖章。“白练”牌注册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苎

麻系列纱线被评为“湖北名牌”。专注企业技术创新，着力

于新产品的开发，认真做好产品技术革新，适应行业市场

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扶贫济困，热心公益事，主动参

与“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2019年被评为“最美扶贫

企业”；2018年获评“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