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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省委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山
东省优秀企业家、山东省优秀企业推荐评选工作，经酝酿推
荐、综合比选、征求意见等工作程序，现将山东省优秀企业
家、山东省优秀企业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

一、山东省优秀企业家拟表彰对象

于启春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
万连步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云双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 刚 金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仁鸿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茂昌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王亮方 淄博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晓春 齐鲁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继超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培桓 家家悦控股集团董事长
王景连 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牛余刚 山东伊莱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尹 鹏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邓克飞 青岛中加特变频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 成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司相芳 山东恒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立华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任启华 山东汇锋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双珉 科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连民 山东香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刘保起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洪彬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祥伍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寒松 松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孙 锋 山东博拓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茂健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 民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
李 玮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 鹏 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成林 山东博苑医药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位民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希勇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国健 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明刚 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建华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李振平 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登海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宪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 军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卫平 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书义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总裁
张 先 山东海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本华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海洋采油厂厂长
张志刚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志军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武宗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恭运 豪迈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
张瑞敏 海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陈 颖 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书来 泰山恒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玉唐 山东发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总裁
周 勇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厚健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洪江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玉蒙 山东华软金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宗立成 山东尧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宗艳民 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叶青 山东金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红涛 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
姜 滨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虎林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庆平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庆鹏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春亭 华夏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柴永森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 杰 山东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益 虎 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
黄克兴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崔立新 山东创新集团董事长
崔志祥 东营鲁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 正 青岛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彭德洲 烟台金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文祥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程仁策 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程终发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增太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谭旭光 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龙柱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成和 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总经理
魏建国 东海集团董事长

尹学军 隔而固（青岛）振动控制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铭泉 亚洲木薯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陈江和 新加坡金鹰集团董事局主席
胡 文 济南晶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乾平 山东德迈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尔航 宝龙集团锦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庆富 烟台美光金银丝有限公司董事长
八田万幸樹 山东电工电气日立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总经理
朴赞赫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思仁 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陈爱华 淄博科勒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东一 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霄·雅罗斯拉夫 山东塔高矿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
阿莱西奥·普契尼 道依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山东省优秀企业拟表彰对象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
济南磐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杰华生物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聚好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伟东云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
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瑞智(青岛)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泉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精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鑫金山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地平线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盛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司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宝龙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恩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如意时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凯赛（金乡）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路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一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富光子科技公司
惠普打印机（山东）有限公司
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创泽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迈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现代派沃泰自动变速箱（山东）有限公司
奥德集团有限公司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源泉机械有限公司
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讯联合半导体（德州）有限公司
新凤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渤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远重工有限公司
山东北方创信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公司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汇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如对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或发现存在影响表彰的问
题，请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
是，应告知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和
匿名信函，公示期间不予受理。

公示期限：2019年8月14日至8月18日
受理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
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
通讯地址：济南市纬一路482号
举报电话：0531—12380
邮政编码：250001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2019年8月14日

关于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山东省优秀企业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突破底线的游行示威和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正严重冲击香
港经济民生根基，将香港推向沉沦边缘。少数人恶意制造祸乱，
正毁掉香港的前途和700万市民的福祉。止暴制乱，刻不容缓！

12日下午，受非法示威集会滋扰，每天进出世界各地旅客近
20万的香港国际机场全面停止运作，当天所有剩余航班取消。非
法集会还造成机场附近高速公路严重阻塞，邻近机场的居民的出
行亦受到影响。激进示威者恶行再添一例。

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持续策动街头运动，用各种手段、方
式滋事作乱，严重侵蚀香港法治与秩序，令香港蒙羞，更让香港
受害。他们的暴行病毒般蔓延社会各个角落，让香港陷入巨大不
安之中。他们所到之处，市面狼藉，商铺歇业，行人寥寥。他们
携带武器，打砸纵火，堵塞干道，阻挠通勤，肆意剥夺市民正常
工作生活的权利……看到曾活力四射的香港如今的混乱景象，关
心和爱护香港的人无不痛惜！

恶果已然显现。香港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仅实
质增长0 . 6%。整体就业人数逾百万的餐饮、旅游和零售业首当
其冲，7月访港旅客、酒店入住率均出现双位数跌幅，近两个月
来旅游业者平均收入跌幅近八成。香港中小企业营商信心指数已

跌至三年来最低……看到曾璀璨耀眼的香港如今的黯淡境况，关
心和爱护香港的人无不痛惜！

所有热爱香港的人不忍的，却正是激进分子及其背后势力所
追求的。他们就是要搞乱香港，让香港深陷“颜色革命”泥潭。
放眼世界，被西方势力“染指”的“颜色革命”地区，无一例外
陷入内战频仍、社会失序、族群冲突、人民饱受磨难的乱局。这
绝不可以成为香港的未来！越来越多香港市民不再做“沉默的大
多数”，纷纷站出来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发出民意最强
音——— 香港不能乱下去！

无耻是无耻者的墓志铭。激进分子妄言“光复香港”，真正
的图谋是要香港“沦陷”。他们号称“革命”，根本是要“害
命”——— 害香港的命。这群逆流之徒出卖香港、荼毒港人的恶劣
心性已暴露无遗。面对日益激起的公愤，他们愈慌乱愈疯狂。这
恰是其穷途末路的“终场演出”。

尽快止暴制乱，还香港一个风清气正、繁荣和谐的环境，守
护香港经济民生的根基，是人心所向。谁伤害了香港，都必将接
受法律的严惩和民意的审判。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杨至成 (右图 )，
1903年生，贵州三穗
人，侗族。1923年在重
庆加入川滇黔联军，
任营军需官。1926年春
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
期，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
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转入中国共产
党。曾参加反击叛军
夏斗寅部的战斗。后
被派到贺龙任军长的
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任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南昌
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作战中右腿受
伤。同年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
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连长，在反
“进剿”作战中腹部受伤。后兼任留守主任，在
反“会剿”的困难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管理工
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

1929年3月，杨至成任红4军副官长、红12军副
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
部长兼政治委员，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
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1934年10月，杨至成参加长征。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后，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
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
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至成任中央军委总供
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
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冬因病到苏
联就医，后进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
院学习。1946年1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
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
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

1948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
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
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
保障。1949年起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
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
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
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
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杨至成被
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

杨至成是贵州省唯一的新中国开国上将，他
的家乡人民以他为豪。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根据他
的事迹拍摄了“共和国名将系列”电视片《杨至成
火线供给》。 （据新华社贵阳8月13日电）

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杨至成

尽快止暴制乱攸关香港经济民生根基

8月12日，游客在香港国际机场滞留。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针对媒体报道
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日前发
表“暴力镇压不可接受”“北京侵蚀港人自治和
自由”等错误言论，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13日表示，美国会有关议员无视事
实，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政
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者
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危险
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
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碰“一国

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
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但对香港却故
意选择性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重、文
明执法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会
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偏
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22年来，“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
全球排名从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到2018年
的第16位，高于美国目前的全球排名。铁一般
的事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难道

香港彻底沦为“暴力之都”才是他们乐见的结
果？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
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人都不要
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
定的坚定决心，都不要痴心妄想我们会屈服
于外国干预势力的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敦
促美有关政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尊重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反暴力、护法
治、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
势，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
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美国会议员

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13日表示，大规模恶意破坏行
为如果持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
深渊”。她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
治，待社会恢复平静后真诚对话、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郑月娥在出
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过去一星期，大规模
恶意破坏行动在香港各区蔓延，包括堵塞铁
路、瘫痪机场、围堵过海隧道、攻击各区警署
等，使市民出行和上下班受到影响。有人使
用汽油弹、烟雾弹等升级武器攻击警务人

员，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的名义，

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目无法纪，损害
香港法治。这些破坏行为让香港社会陷入慌
乱局面，很多市民担心能否正常上班上学，
也有很多人周末放弃外出消费和会友。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而大规模
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机关，鼓吹仇警、黑
警言论，利用一些未经证实的图片、短片恶意
攻击警务人员，甚至将攻击蔓延到警员家属。
她强调，香港警队是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这

种将警方与市民摆在对立面的做法，对香港
完全没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开放、
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如果暴力
持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七伤，要复原需
要漫长时间，700多万人的安居乐业、生活
稳定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乱、恢
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香港经济复原，
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希望社会各界放下歧
见，共同反对暴力，尽快恢复秩序。

林郑月娥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香港警方13日表示，当天共有19
人因参与非法集结、参与暴动、袭警等罪，分别在香港多个法
院提堂。在香港警方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警务处公共关系科
高级警司江永祥介绍称，当天提堂的19人中，有两人被控袭警
罪，其中一人在沙田被拘捕，另一名女子涉嫌于10日晚在尖沙
咀弥敦道以激光笔照射警员眼睛。

此外，警方11日晚在尖沙咀警署附近拘捕30人，其中16
人被控参与非法集结罪，一名男子被控参与暴动罪。这17人
13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近日陆续有多人因涉嫌暴力行为被指控并提堂。12日，
3名参与10日大埔非法游行的人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涉
嫌藏有爆炸品或攻击性武器等罪。5日，13名参与3日旺角冲
突的人提堂，被控非法集结、故意阻碍警方执行职务及未能
按规定出示身份证等罪。

江永祥介绍，截至13日，共有171名警务人员在处理公众
活动或示威的相关行动中受伤，包括160名男性和11名女性，
年龄在20岁至54岁之间。其中较为严重的包括骨折、断指、面
部骨裂等，有个别警员因受伤已请病假超过50天。据介绍，受
伤警员中，15人因被照射眼睛而感到不适。

19人在香港多个法院提堂

涉嫌参与暴动、袭警等罪

据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受非法集会影响，香港国际机
场13日的部分航班被迫取消。示威者下午开始堵塞离境闸口，
机场运作再度严重受阻，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

一批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厅的示威集会者在下午
2时30分后聚集到位于上一层的离境大厅，再次搬开限制非持
有机票人士进入的铁栏，进入登机柜位，并堵塞离境闸口。香
港机管局表示，受公众在机场集会影响，客运大楼运作严重受
阻，所有航班登记服务已于下午4时30分暂停。

香港国际机场运作再度严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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