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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委发〔2021〕3号

中共江北区委 江北区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经济创新发展奖的通报

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慈城镇党委、人民政府，区直及驻区垂

直管理各单位：

2020 年我区广大企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勇创佳绩，涌现

出了一批发展质量高、增长速度快、核心竞争能力强的优秀企业

和勤奋创业、诚信守法、乐于奉献的优秀企业家，为我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表彰先进，鼓舞士气，推动我

区 2021 年度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对

2020 年度优秀企业和企业家予以表彰。现将名单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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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家奖项

（一）雄鹰奖

楼国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金鹰奖

段 亮 奥克斯电力执行总裁

张建成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董事长

徐宗权 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 敏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新球 浙江广宜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 磊 宁波中哲慕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拂晓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金雁奖

张 琳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亚东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和涛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晓峰 宁波华翔企业董事长

柯建东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志明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 闻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奇波 宁波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国杰 宁波得力办公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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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敏 浙江向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尚华 浙江诚晖人力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洁 浙江盛世前程外包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晓勇 浙江永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兴祥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立勇 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龚利红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剑峰 宁波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 刚 宁波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舒 恺 宁波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

陈岳彪 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俊宅 宁波顶创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国联股份）总经理

叶 涛 宁波锦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信强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敏军 浙江省岩土基础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企业奖项

（一）工业龙头企业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楼国强，所在地：慈城镇）

（二）工业五十强企业

1. 实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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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电力

（含：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联能仪表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段 亮，所在地：慈城镇）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 琳，所在地：庄桥街道）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亚东，所在地：慈城镇）

宁波江北激智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 彦，所在地：慈城镇）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建成，所在地：工业区）

浙江向隆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 敏，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柯建东，所在地：工业区）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惊理，所在地：庄桥街道）

宁波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奇波，所在地：庄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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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威孚天力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卫兵，所在地：慈城镇）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宋和涛，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华翔企业

（含：宁波井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米勒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晓峰，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惠尔顿婴童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江娟，所在地：慈城镇）

宁波大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 军，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瑞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奇伟，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 敏，所在地：甬江街道）

浙江广天构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祥康，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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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张 闻，所在地：慈城镇）

宁波建新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总 裁：赵肇丰，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 杰，所在地：工业区）

赛特威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杰军，所在地：慈城镇）

浙江摩多巴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志伟，所在地：前江街道）

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银冲，所在地：洪塘街道）

宁波凯福莱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建浩，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步光，所在地：前江街道）

宁波得力办公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娄甫君，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孟庆明，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良才，所在地：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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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甬微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庄希平，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艾克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连千荣，所在地：洪塘街道）

宁波赛嘉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罗 宁，所在地：前江街道）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高志明，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宁宁，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汇众汽车车桥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伟炜，所在地：前江街道）

宁波韦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光耀，所在地：工业区）

富强鑫（宁波）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俊杰，所在地：庄桥街道）

宁波开利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霞敏，所在地：前江街道）

宁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任荷芬，所在地：庄桥街道）

宁波宇洲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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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卢 宇，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普瑞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卓伟奇，所在地：工业区）

2. 潜力企业

宁波美亚特精密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民豪，所在地：庄桥街道）

宁波瑞能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蓉萍，所在地：前江街道）

宁波信幸隆密封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海霞，所在地：孔浦街道）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余 霆，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守正磁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 平，所在地：洪塘街道）

宁波艾倍思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许海青，所在地：慈城镇）

宁波佳利塑胶有限公司

（总经理：舒鸿云，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天和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明礼，所在地：甬江街道）

浙江金波减震器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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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柳平波，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朗科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卢明海，所在地：甬江街道）

（三）服务业明星企业

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宗权，所在地：文教街道）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 敏，所在地：文教街道）

宁波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剑峰，所在地：文教街道）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赖兴祥，所在地：外滩街道）

中国航油集团海鑫航运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 剑，所在地：孔浦街道）

宁波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静辉，所在地：外滩街道）

宁波市江北永发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荣雷，所在地：庄桥街道）

浙江广宜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新球，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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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陈岳彪，所在地：甬江街道）

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立勇，所在地：慈城镇）

浙江盛世前程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孙 洁，所在地：外滩街道）

宁波三江检测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屹军，所在地：庄桥街道）

浙江永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何晓勇，所在地：文教街道）

浙江诚晖人力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尚华，所在地：甬江街道）

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安全，所在地：外滩街道）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主 任：童全康，所在地：外滩街道）

宁波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国荣，所在地：外滩街道）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龚利红，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江北天航工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天军，所在地：洪塘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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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文彤，所在地：洪塘街道）

宁波利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厚才，所在地：洪塘街道）

宁波瑞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楼一丹，所在地：工业区）

宁波市家家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詹 达，所在地：甬江街道 ）

浙江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吴慧慧，所在地：外滩街道）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总经理：高金星，所在地：外滩街道）

宁波顶创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国联股份）

（总经理：刘俊宅，所在地：前洋经济开发区）

宁波中哲慕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 磊，所在地：前洋经济开发区）

宁波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 刚，所在地：外滩街道）

宁波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 长：舒 恺，所在地：文教街道）

宁波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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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黎建，所在地：甬江街道）

（四）创新发展示范企业奖

浙江广宜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前洋二六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盛世前程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索迈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中工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信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健精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五）金融发展奖

广发银行宁波市分行

宁波甬城农商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市分行

太平洋人寿保险宁波分公司

渤海银行宁波市分行

（六）金融服务优胜奖



— 13 —

金融服务优胜奖金奖：

宁波银行江北支行

金融服务优胜奖银奖：

建设银行江北支行

中国银行江北支行

金融服务优胜奖铜奖：

浦发银行江北支行

中信银行江北支行

农业银行江北分行

（七）保险创新奖

人保财险江北支公司

（八）北岸科技创新奖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威孚天力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汇众汽车车桥制造有限公司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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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区长质量奖

宁波艾克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十）双循环贡献奖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来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瑞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赛嘉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天航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千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繁新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家家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利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十一）亩均英雄奖

浙江盛世前程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诚晖人力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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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广天构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普瑞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希望上述企业和企业家积极发挥龙头示范作用，专注主业，

不断做大做强、做精做优，为江北区全领域推进“五化联动、五

区共建”，全方位打造“创智之城、和美江北”，奋进“十四五”

开启新征程贡献新的力量。

中 共 江 北 区 委 江 北 区 人 民 政 府

2021年3月9日

中共江北区委办公室 2021年 3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