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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第九届 “中国青年创业奖冶 的决定

为选树表彰青年创业典型, 传递弘扬青年奋斗精神, 推动形

成鼓励、 支持青年创业的良好氛围, 引导广大青年强化创新理

念, 增强创业意识, 投身创业实践, 在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冶

的 “双创冶 时代彰显作为, 经过基层推荐、 资格审查、 社会公

示和评委会评审, 共青团中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 授予

于欣龙等 20 人 “中国青年创业奖冶 创业先锋奖, 授予王洪涛等

45 人 “中国青年创业奖冶 创业新星奖。

此次获奖的 65 名青年秉持理想信念、 坚持自主创业、 不断

创新突破, 彰显了当代青年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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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届 “中国青年创业奖冶 创业先锋奖名单

(共 20 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欣龙 哈尔滨奥松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摇 飞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摇 倩 (女) 天津市基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成堆 温州瓷爵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摇 婷 (女) 广西天和盛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米摇 磊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创始合

伙人

李摇 旭 西安新通药物研究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总监

吴摇 迪 洛阳市新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兰兰 (女)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张摇 然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 (集团 ) 有限公司

总裁

陈重建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 (北京 ) 有限公司总

经理

邵丹薇 (女) 万帮新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云鹭 (女, 满族) 沈阳云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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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安 上海正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高小勇 福建天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石泉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爱顺 山西易通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CEO

傅志伟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童摇 超 美灵宝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赖春临 (女)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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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九届 “中国青年创业奖冶 创业新星奖名单

(共 45 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洪涛 武汉宁美国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海峰 海南酷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战略金融部总监

邓文艺 湖南坤乾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印摇 奇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邢万里 山西贾家庄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晋宇 山西元工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伍摇 建 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玉红 (女) 甘肃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次仁扎西 (藏族) 拉萨迷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立励 安徽中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占江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

经理

李永虎 西宁金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治国 (回族) 武汉珞珈德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摇 军 阿拉尔市红福天枣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育启 文山苗乡三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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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清泉 北京众合天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CEO

宋小飞 山东蓝伞国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摇 俊 成都金隧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TO

张利杰 宁夏杰佳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翀昊 常州天正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大明 上海灵信视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

经理

陈摇 波 西安绿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摇 第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摇 睿 郴州市开发区星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摇 明 吉林省中农阳光数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

经理

赵魁伟 河南双鹤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玮炜 (女) 上海摩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洪金田 厦门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夏新华 江西伦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摇 捷 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摇 清 安徽科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治国 辽阳国兴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高裕弟 昆山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立波 贵州新兆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小国 常州市枫华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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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蒋 江西美尔丝瓜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摇 河 鞍山星奥肉禽有限公司总裁

曹明志 江西津晶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效宁 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景海滨 (满族) 青龙满族自治县滨海升华野獾驯养有限公司

董事长

舒摇 军 江西宝盛半导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总经理

蒙可畅 (壮族) 广西融水县牧恩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虞承波 视觉锋尚文化产业 (北京 ) 有限公司总

经理

戴摇 威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CEO

魏彦君 山东威智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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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局)。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9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