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轻 工 业信 息 中心

关于 20″ 年中国轻工业数宇化转型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的公示

根据 《关于开展中国轻工业数宇化转型先进单位、先进

个人推荐表彰工作的通知》 (轻息办 匚2021彐 32号 ),经 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中 国轻工业信 .息 中心

组织开展了 2022年 中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推荐评选工作。现将评选结果在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 网

站上进行公示,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2022年中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先进单位和 2022年 中国

轻工业数字化转型领军人物的名单如下 (排名不分先后 )∶

⒛⒛ 年中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先进单位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 天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6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 玖龙纸业 (东莞)有限公司

I0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

"
⊥ 上海海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14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5 新风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17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18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21 保定蒙牛饮料有限公司

22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3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6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7 金东纸业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8 郑州大信家居有限公司

29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30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1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32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33 江苏海狮机槭股份有限公司

3茌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5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37 青岛昌隆文具有限公司

38 成都彩虹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 重庆舍川盐化工业有限公司

40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康佘集团有限公司

42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湖南信诺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茌茌 广东凌丰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茌5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46 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茌7 福建省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8 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吐9 广 州达意隆包装机槭股份有限公司

50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51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52 德津实业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

53 宁夏如意科技时尚产业有限公司

5茌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55 上工富怡智能制造 (天津)有限公司

56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57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58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9 丽荣鞋业 (深圳 )有限公司

60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2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63 张家港中天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64 内蒙古金海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65 宁波利时日用品有限公司

66 吟飞科技 (江苏)有限公司

67 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68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



69 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70 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

71 淄博大桓九宝恩皮革集团有限公司

72 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

73 浙江飞剑工贸有限公司

7茌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双马塑业有限公司

76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7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9 金猴集团威海皮具有限公司

80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1 海太欧林集团有限公司

82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3 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84 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

85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石家庄双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87 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

88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89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合汪县华艺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91 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92 山东安信木业有限公司

93 威海市芸祥绣品有限公司

94 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95 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96 成都艾格家具有限公司

97 得理乐器 (珠海)有限公司

98 四川德赛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9 宁波康大美术画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江苏学泰印务有限公司

⒛⒛年中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领军人物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苏王辉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刘建国 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

3 张天任 天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珏 刘志杈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 徐蔚 上海家化联舍股份有限公司

6 赵秀江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曾从钦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8 陈录城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9 许海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0 卢毅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1
⊥

李建宁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黄俊俊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L3 周 阳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在 倪强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15 郑莱毅 康佘集团有限公司

16 卢会北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7 陈善航 丽荣鞋业 (深圳)有限公司

18 陈小磊 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章仁马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 范廷国 吟飞科技 (江苏)有限公司

21 路安炎 金东纸业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2 张煜行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曹进 上海海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在 黎光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5 王祚珂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26 张颂明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槭股份有限公司

27 王会成 新风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庄君新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9 吴华舂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刘斌 成都彩虹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黄劲煌 福建省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2 支海波 张家港中天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33 陈斯曼 德津实业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

34 顾冰峰 得理乐器 (珠海)有限公司

35 茹水强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姚跃朋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邱智铭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 张子蓬 武汊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39 王峰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0 王 莹 红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41 李深华 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42 陈宏 江苏海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3 姜晓平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4 罗 军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45 郑杨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46 韩雪 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47 刘春艳 上海天臣射频技术有限公司

在8 马楠 杭州德意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49 熊春林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50 张继国 淄博大桓九宝恩皮革集团有限公司

51 王勇 汪苏学泰印务有限公司

52 李忠民 山东银鹰炊事机槭有限公司

53 许银川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5迢 孙爱保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55 田桂艳 保定蒙牛饮料有限公司

56 贾立强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张志彤 浙江雪豹服饰有限公司

58 凌 峰 海太欧林集团有限公司

59 谭六明 广东舍胜厨电科技有限公司

60 王富海 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61 于二年 石家庄双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62 赵哲 深圳市蔚科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3 刘少云 济南科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珏 吴琦 大连隆生服饰有限公司

65 王德友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李新德 郑州大信家居有限公司

67 王建裕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68 李磊 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9 龚大舒 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

70 潘志祥 中国海诫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宋刚 山东安信木业有限公司

72 牛余林 山东百脉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73 郭献光 北京鑫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 殷乐 湖南信诺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75 刘忠会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76 张勉 哈尔滨金裘仕其商贸有限公司

77 石鹏 威海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8 蒋心武 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80 黄少晨 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

81 曾晓程 安徽扬子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82 吴昌海 江苏省银宝盐业有限公司

83 刘希伟 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

84 徐为 书香门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 韩风雨 内蒙古天奇蒙药集团有限公司

86 李文书 浙江理工大学

87 黄建民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88 贾晓菊 青岛昌隆文具有限公司

89 梁建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90 陈翔 西诺迪斯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91 牛跃同 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

92 刘小东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 周国华 杭州茂华工贸有限公司

94 周善茂 桂林佰客喜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95 舒春敏 无锡轻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6 朱广运 浙江龙泰缝纫设备有限公司

97 孙侠 浙江金彩新材料有限公司

98 孙广瑜 广东省盐业集团广州有限公司

99 范天益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 (中 国)有限公司

100 陈辉 福州普洛机槭制造有限公司

自公布之日起 5日 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上述评选结

呆持有异议的,可 以书面向我中心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明

文件。为便于核实查证,确保客观公正处理异议,提出异议

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有效联系电话和

地址。个人提出异议的,就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

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 当加盖本单位公章。凡匿名

异议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⒛号(邮编 100833)

联系人:李玮 马亚丽

联系电话:010¨ 683965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