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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企字〔2020〕7 号 

关于表彰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 

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位会员、各团体会员：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打响联防联控阻击战。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系统快速反应、上下

联动，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按照习总书记历次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众多女企业家会员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急国家之所急,想防控之所想，

舍小家、为国家，争先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贡献：有的倾其所

能、捐款捐物；有的调动各方资源，全球采购防疫急需物资，支援

疫情严重地区；有的亲赴抗疫一线，服务当地战“疫”工作；有的

义务为企业驻地及社区疫情防控提供服务；还有的牺牲企业利益，

不惜成本、改造生产线，投入到防疫紧缺物资的生产；一些涉及民

生保障类的女企业家企业，组织员工坚守岗位、保障供应、稳定市

场、稳定物价。这些行动，充分体现出女企业家的大爱之心和家国

情怀，彰显了女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精神和优

秀企业家精神。 

为表彰先进、鼓舞士气、坚定信心，经各团体会员推荐、并结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2020年5月8日 

合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决定，对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115名女企业家予以通报表彰（名单附后）。中

国女企业家协会已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办了“战疫群芳谱”专刊，连

载抗疫先进典型和她们的感人事迹。 

希望广大女企业家会员见贤思齐，对标先进，向受到表彰的先

进个人学习，学习她们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挺身而出、无私“ 逆

行”的顽强斗志和无畏精神；学习她们心有大我、把国家利益人民

利益放在首位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学习她们在危难险重面前迎

难而上、坚守岗位、保生产促稳定的坚强意志和敬业精神。希望受

表彰的女企业家珍惜荣誉,不断进取,再接再厉,立足新的起点，继

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

进一步巩固，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经

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广大女企业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新时代女性精神，携

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伟大事业中

绽放女性风采、谱写巾帼华章！ 

 



防疫抗疫先进人物名单 

（共115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燕 宁夏银川仙鹤餐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秀君 牡丹江康太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函令 山东鸿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于惠舫 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于瑞红 新疆瑞源乳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东红 长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艺辉 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俊芝 唐山市古冶区巾帼家政服务公司 总经理 

王莉晶 五常粮原谷物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海荣 青海祥瑞德电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彩荣 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王  麒 启阳（成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车秀珍 宁夏青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尹艺霖 湖南臻和亦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  鸿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代淑梅 中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包爱明 万绿城集团 董事长 



邢增仪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团长 

吉  芬 宁夏吴忠市汇丰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过嫦娥 贵州骏江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斐斌 甘肃爽口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  芳 武汉市方正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呈镕 山东朱老大食品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仲兆敏 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刘小娟 西安柴马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五女 山西摩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飞燕 北京金同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望明 武汉乐福园美食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安钟岩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 董事长 

孙月焕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孙桃香 湖北三五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  琳 重庆精通一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严梦云 云南雲台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劳艳贞 广东信华电器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杜  鹃 辽宁奥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兼总经理 

李凤梅 内蒙古宇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红红 云南快客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  丽 江西玉丰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孜敏 河南中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小燕 兰州福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建立 衡水成博集团 总经理 

杨秋平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 副董事长 

杨  霞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丽敏 北京五洲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吴述桃 涟源市承全物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廼峰 天士力控股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裁 

吴  宪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爱华 
兰州陇星沃尔凯采暖设备制造集团有

限公司 
董事长 

何晓玲 贵州恒霸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何银萍 
何氏浩生（北京）国际中医药科学研

究院 
院长 

何  惠 江苏泰州市泰兴市鹏元养殖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邹  云 江西天昊电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汪子清 上海科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宋佩玉 浙江舜联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建军 承德万利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张  华 青岛联谊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旭明 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红霞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荣华 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虹 浙江云澜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海霞 步步高投资集团 董事长 

张  琳 惠州市中正翰林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慧 防城港澳加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陆允娟 北京雪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爱莲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 

苑永萍 北京靓诺派时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范红华 武汉鸿华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琼英 广东高科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郁  红 艾美吉华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郁霞秋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岳晓燕 洛阳巨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周小萍 广东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周亚仙 神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周建彬 常州市合家欢绿色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新华 南京朗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居黛霞 江苏金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鱼企 河北企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赵晓红 

赵  明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爱和家家居有限公 

总裁 

总经理 

胡冬梅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胡爱娣 武汉爱帝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施  燕 江苏森泽集团 董事长 

姜学莲 烟台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夏  华 依文集团 董事长 

夏红莲 淮安澳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爱华 华联集团 董事长 

栾  芳 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于翔 四川同立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总裁 

郭咏梅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素芹 邯郸市冀翔冶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焕芝 襄阳郭氏阜丰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小红 青海瑞湖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唐丹雯 武汉市智雯给力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涂雅雅 永通发展集团 董事长 

谈玉琴 金鑫集团 董事长 

陶晓莺 三替集团 董事长 

曹正素 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 董事长 

崔荣华 
荣华慈善基金会创始人、荣华控股企

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渠志灿 山西纳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志银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屠红燕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隋熙凤 北大仓集团 总经理 



董  青 北京秀水街集团 副总裁 

董明珠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程  璇 三盛集团、三盛控股 
三盛集团执行董事、 

三盛控股总裁 

谢玉华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  叶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靳喜凤 西安福乐家居有限公司  董事长 

雷燕芳 山东天成书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詹慧珍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董事长 

翟美卿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燕君芳 杨凌本香农业生产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薛  荣 圆方集团 党委书记、总裁 

魏晓曦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