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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铁山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朱文臣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英林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单增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行长
李 炜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窦荣兴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菅明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天宇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伟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南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献福 鲜易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家富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世江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聚彬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年永安 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中原经济年度大奖

TOP1 田中飞 新田集团董事长
TOP2 李 花 宇华教育行政总裁
TOP3 李静敏 凤宝钢铁总经理
TOP4 周 亮 河南物华集团董事长
TOP5 王若飞 宝丰酒业董事长
TOP6 熊 伟 羚锐制药总经理
TOP7 万洪建 万洲国际副总裁
TOP8 秦炳富 泰宏集团副总经理
TOP9 张 冉 东方今典总裁
TOP10 李小冰 许昌恒达集团董事长

TOP1 窦荣兴 中原银行董事长
TOP2 王天宇 郑州银行董事长
TOP3 菅明军 中原证券董事长
TOP4 韩光聚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5 王新生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总经理
TOP6 王 哲 河南农信社理事长
TOP7 郭鸿勋 中原资产董事长
TOP8 石永拴 建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9 董琢理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10 毕治军 中原农险董事长
TOP11 黄曰珉 中原信托董事长
TOP12 刘 健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13 史 宏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14 王 毅 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15 程春涛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16 高奇志 广发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17 单增建 交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18 何方恩 中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19 柳敬元 兴港投资董事长
TOP20 陈晓东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1 胡葆森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
TOP2 年永安 鑫融基金控董事长
TOP3 汤玉祥 宇通客车董事长
TOP4 李新华 蓝天集团董事长
TOP5 王小兴 美景集团董事长
TOP6 侯建芳 雏鹰农牧董事长
TOP7 朱献福 鲜易控股董事长
TOP8 窦荣兴 中原银行董事长
TOP9 李 伟 永威置业董事长
TOP10 陈 南 三全食品董事长
TOP11 楚金甫 森源集团董事长
TOP12 郭留希 豫金刚石董事长
TOP13 王建甫 洛阳银行董事长
TOP14 李光宇 宇华教育董事长
TOP15 焦承尧 郑煤机董事长
TOP16 李利剑 安阳钢铁董事长
TOP17 王天宇 郑州银行董事长
TOP18 张瀛岑 天伦集团董事长
TOP19 菅明军 中原证券董事长
TOP20 乔秋生 黄河旋风董事长
TOP21 马富国 河南能化集团董事长
TOP22 李 伟 思念食品董事长
TOP23 朱文臣 辅仁药业董事长
TOP24 薛景霞 康利达董事长
TOP25 石聚彬 好想你董事长
TOP26 王新莹 洛阳轴承董事长
TOP27 崔红松 中孚实业董事长
TOP28 许 刚 龙蟒佰利董事长
TOP29 秦英林 牧原股份董事长
TOP30 李留法 中国天瑞水泥董事长
TOP31 李建平 中原环保董事长
TOP32 刘百宽 濮耐股份董事长
TOP33 程剑军 羚锐制药董事长
TOP34 苗拥军 安图生物董事长
TOP35 董书通 镍资源国际董事长
TOP36 郭矿生 郑州煤电董事长
TOP37 张清海 科迪乳业董事长
TOP38 李永臻 大地传媒董事长
TOP39 孙耀志 宛西制药董事长
TOP40 王建新 河南国际董事长
TOP41 李景亮 太龙药业董事长
TOP42 韩光聚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43 王新生 河南国寿总经理
TOP44 任红军 汉威科技董事长
TOP45 曹家富 华英农业董事长
TOP46 杨合岭 森源电气董事长
TOP47 陈 颖 中建七局董事长
TOP48 万 隆 万洲国际董事长
TOP49 冯长革 和谐汽车董事长
TOP50 甘德昭 元昭文化传媒董事长

TOP51 王 哲 河南农信社理事长
TOP52 徐 晓 海龙集团董事长
TOP53 张 伟 伟业控股董事长
TOP54 郭鸿勋 中原资产董事长
TOP55 陈保国 河南五建董事长
TOP56 石永拴 建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57 董琢理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58 毕治军 中原农险董事长
TOP59 黄曰珉 中原信托董事长
TOP60 刘 健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61 赵剡水 一拖股份董事长
TOP62 单森林 森霸股份董事长
TOP63 王任生 丹尼斯百货董事长
TOP64 史 宏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65 张敬国 正商集团董事长
TOP66 王 毅 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67 史万福 通达股份董事长
TOP68 程春涛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69 高奇志 广发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70 单增建 交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71 于文彪 三晖电气董事长
TOP72 宋海聚 肯同置业董事长
TOP73 侯建光 仰韶酒业董事长
TOP74 何方恩 中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75 谢晓博 恒星科技董事长
TOP76 金 雷 中原高速董事长
TOP77 何毅敏 同力水泥董事长
TOP78 马延义 明泰铝业董事长
TOP79 张洪恩 河南豫联能源集团董事长
TOP80 李 崇 郑煤集团董事长
TOP81 王建树 豫发集团董事长
TOP82 高天增 广安生物董事长
TOP83 柳敬元 兴港投资董事长
TOP84 安 康 华兰生物董事长
TOP85 黄克政 豫安集团董事长
TOP86 陈泽民 三全集团董事长
TOP87 杨安国 豫光金铅董事长
TOP88 陈晓东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89 许 杰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90 李海鹰 辉煌科技董事长
TOP91 王 炯 中原银行行长
TOP92 徐克顺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行长
TOP93 李 欣 思维列控董事长
TOP94 马宝军 航港基金董事长
TOP95 陈金焱 农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TOP96 李玉田 济源钢铁董事长
TOP97 郑有全 瑞贝卡董事长
TOP98 徐汉甫 中原金控董事长
TOP99 薛德龙 中原内配董事长
TOP100 俞章法 中信重工董事长

石永拴 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
单增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行长
王新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
金春花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行长
窦荣兴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菅明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曰珉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天宇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治军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岳胜利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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