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红霞积极组织公司全体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2012年 4月被漯河市全民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共青团漯河市委、漯河市青年联合会授予漯河

市“青年创业先锋”荣誉称号；2012年 6月，被漯河市

全民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漯河市促进全

民创业十大带头人”称号；2013年1月,所创办的漯河

市雅景商贸有限公司被河南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评

为“2012年度河南省十佳爱国拥军企业”；2014年 8
月，边红霞被中共漯河市委、漯河市人民政府、漯河

军分区授予“漯河社会化拥军十佳个人”荣誉称号；

2016年，其所创办的河南逸景苑有限公司被漯河市

商业行业协会、漯河市消费者协会授予“良心商家”；

2017年 3月，漯河市每天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获得

漯河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称号。

边红霞 漯河市华强塑

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公司

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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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五届“最具行业影响力十大女杰”候选人 （排名不分先后） 河南省年度“创业创新十大女杰”候选人 （排名不分先后）

2013年，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广电计量”）作为郑州高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入驻

郑州高新区，为食品、农产品、环保等行业和领域的供应

链上下游提供检验检测和仪器校准服务。

短短三年，公司固定资产由最初的1400多万元增

长到 4000万元，营业收入由 300多万元增长至近 7000
万元。先后获得CNAS、DILAC、农业部“三品一标”定

点检测机构、CMA、CATL等近 10项国家级和省级资

质，并被评为郑州高新区计量检测与认证公共服务平

台、河南省科技服务业示范企业、河南省AAA级信用等

级企业等，成为河南省最大的第三方计量检测服务机构

之一。

刘余先后获得“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并被郑

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聘为政风行风监督员，被高新区管

委会授予“郑州高新区2015年度创业优秀青年”等荣誉

称号。

刘余 河南广电计量检测

有限公司总经理

作为企业负责人，陈宝晶先后在公司安排下岗女

性职工 200余人，举办了一系列向社会献爱心活动：

2008年在支援汶川地震救灾和“温暖冬天，爱心大动

员”活动中共捐款捐物110余万元；2011年8月23日在

商丘帝和广场联手甜妮蛋糕举行一次“圆梦中秋、资助

贫困大学生”，捐资5万元用于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行动，

还设立一家“希望工程爱心店”，每年把该店营业收入的

5%作为希望工程捐款资助贫困学子；2014年陈宝晶组

织举办了民建党“大爱无疆”捐助活动，现场募捐了30
余万元善款。2014年商丘市慈善总会爱心联合会授予

陈宝晶爱心企业家荣誉称号。

陈宝晶的商丘市名代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11月10日，以“商丘第一，河南一流，全国先进”为总体

目标，现有办公区域面积1000平方米，生产厂区占地面

积20多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目前为商丘市生产

规模最大的食品公司。

1984年，周国荣创办了郑州市双凤皮鞋厂，凭着坚

强的毅力和良好的信誉，将“双凤”牌皮鞋打造成为“中

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河南省名牌产品”。

由于成绩突出，她先后七次获得“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和全国妇联授予的“女大学生创业导师”称号。

她先后向河南省慈善总会、郑州市红十字会等捐款

300余万元。

近三年来，她又积极向郑州市红十字会、郑州市慈

善总会捐款190万元。同时，建立了“双凤健康慈善基

金”，并和郑州市慈善总会签订了协议，从2017年1月1
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连续五年每年向郑州市慈善总

会捐款20万元。目前，已经捐出了第一笔健康慈善基

金20万元。

李晓涓，汝州市人，1989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玉

松汝瓷第二代掌门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同时兼任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理事，河南省工艺美术任职资格高级评

委，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河南

省汝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第五批“四个一

批”专门技术类人才等。

李晓涓师从汝瓷泰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孟玉松学习汝瓷烧制

技艺。作品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世界手工理

事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

品金奖，中国轻工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颁发的

第三、四届“大地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颁发的

第四十九届“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

李晓涓作为弘扬汝瓷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很强的

美誉度和影响力。

李晓涓 河南省汝州市

玉松汝瓷艺术总监

陈宝晶 商 丘 市 名 代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国荣 双凤鞋业公司

董事长

2015年8月，陶曼晞任光山县周湾村第一书记，她以

“加强党建”夯基础，以“培育产业”促发展，“科技扶贫”求

突破，探索并践行出周湾村的精准扶贫之路。2016年底，

周湾村实现脱贫。科技引领，探索科技扶贫新路径。建

立周湾村专家科技服务团，广泛开展技术培训，优种优

耕，向科技农耕要增收。推广水稻“籼改粳”和“抛秧”技

术，每亩增收1000元以上，惠及134户贫困家庭。因地制

宜，培育可适性产业。试点打造“蚕桑养殖”乡村公共科

技服务体系，使贫困户找到稳定增收新载体，激发脱贫内

生动力。内联外引，多方争取资源。累计为周湾村筹集

1100万元，建馆修塘筑路，改善基础设施，丰富乡亲文化

生活，为周湾持续发展打好坚实基础。

2015年，陶曼晞获得“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2017
年，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2012年，汪雪成立河南爱来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婚恋交友为平台，先后和共青团郑州市委、郑州市总

工会战略合作，并联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青团河南

省委、河南省直团工委等企业组织，举办“大城小爱”河

南青年相亲文化艺术节、“爱满绿城”郑州单身职工相

亲交友联谊会、“情动中原·缘聚绿城”来郑务工人员集

体婚礼、“美丽郑州·牵手幸福”郑州单身青年交友系列

联谊活动、郑州婚博会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参与人

员近两万人，解决近 2000人的单身问题，赢得全国 50
多家媒体竞相报道。

汪雪个人荣获郑州市三八红旗手、巾帼标兵、新长征

突击手等称号。

目前，爱来坞已发展会员 5 万多人，企业联谊单

位 100 多家，会员牵手成功 1000 多对。2014 年，爱来

坞成为河南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婚恋婚庆挂牌上市企

业。

王若玉的国脉公司所签约的传承人均是由国务院公

布、文化部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和由中宣部、中国文联公布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

承人，涵盖全国各项传统文化20多个门类、120多种。现

有367家传统作坊、75个独立工作室、17处创作基地、216
位传承人大师。近10万件绝品、孤品、藏品分别在国内

外19个城市陈列展示，现已成为专家研究历史、市民体

验文化的圣殿，社会公认的以民间资本抢救保护文化遗

产的成功典范，文化部、省文化厅授予的国脉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馆。目前是全国非遗项目最全、传承人最多、组

建非遗最早的5A级文化企业。

宋连枝出生在登封市颍阳镇中灵山脚下的一个小山

村里，2006年克服重重困难，抓机遇开拓进取，创办了河

南新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目前，作为郑州市唯一一家集钢结构、彩板制作、设

计、生产、销售、安装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钢结构公司，拥

有固定资产 8000多万元，年产值近亿元，累计纳税数百

万元。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她的“全民阅读”提案连续4年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让“全民阅读”

蔚然成风。

2017年初开办一家企业学院——登封格局商学院，

为登封的企业家们创造了先进的学习条件。她争取引

进更多的项目回报家乡，为家乡创业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

多年来，她先后为社会培养技术人才数千名，向登封

慈善总会捐赠5.2万元，本地建学捐赠4.6万元，为村里修

桥补路、用于公益事业和扶贫帮困的资金总数累计40多
万元。2017年夏天携手樊登读书会向大金店镇中心学校

进行捐赠活动。

陶曼 河南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

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汪雪 河南爱来坞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若玉 河南省国脉

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

理

宋连枝 河南新亚钢

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5年她辞去国企工作，创立了嵖岈山门业。

那时防盗门行业刚刚起步，市场需求大，只要保证质

量就能占一席之地，但是购买设备、原材料、工资、房

租、各项税费以及货款占压使资金短缺。因于小丽

诚信经营，供应商允诺先供货后结算，经销商先打款

后提货渡过了难关。

目前，在她的带领下，驻马店已有上百家企业

从事安全门的生产及其配套产品，形成了供应商-
厂家—经销商—顾客的强大企业链。

成功不忘回报社会。她把“回报社会、反哺家

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对各种赈灾活

动、爱心活动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

会，先后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达180万元。

她曾获得“河南省十大巾帼创业之星”“五一劳动奖

状”“开发区经济发展功臣”“全市光彩慈善优秀人物”“第

一届驻马店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30多年时间，樊海凤把黄固寺村推向了全省、全

国，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为了带领村民致

富，樊海凤把自家的耐火材料厂迁回了村里，由村民

自愿入股，这是村里第一家企业。在她的领导下，十

年九旱的黄固寺村变成了水利部的喷灌示范区。村

里手工编织协会也做出了大名堂，手工香包远销加拿

大、澳大利亚。樊海凤对黄固寺村的规划是，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升级版新农村。

近年来,村里先后招揽科技人才 40 余人,办起

了集体制、股份制等各类企业 15 家,年增加收入

600万元,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1.32亿元,全村群

众 80%以上都住上了新楼房。黄固寺村被评为河

南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河南省生态文明村

等。她本人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巾帼

科技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1998年从事专业摄影，中国首家全女性摄影工作室

创立者，河南孟娜影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艺

术摄影学会会员，“全球最具可读性杂志”——《郑周刊》

杂志摄影总监，《凤凰生活周刊》华北区域摄影总监。

2005年获得中国摄影家协会北京之夜铜奖；2005
年度获得“中国优秀摄影家”称号；2005年荣获中国艺

术摄影家学会“中国摄影十杰”称号；2006年中国摄影

家长城大赛获得铜奖；2007年获得亚洲中国年鉴摄影

大奖；2012年获得河南微电影协会十佳制片人；2013
年获得制片人协会优秀制片人称号。

经典案例有亚新集团宣传片、锅大侠系列TVC、
安利（河南）宣传片、宝马3系上市活动微视频等。

徐平有近 20 年的欧洲创业经历，先后在奥地

利、法国、德国从事现代物流事业。2008年 5月收购

香港高鹏集团全部股权，以 49%的股权成为河南保

税中心第二大控股股东。在她的带领下，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创国内保税物流中心初期最高水平。

2010年 12月 8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通过国家四部

委正式验收。2011年 5月 11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正式开关运营。徐平首创和设计的郑州试点模式

解决了跨境电商的诸多难题，被国家海关总署认

可，赋予“1210”监管代码，并在全国进行复制推广；

为国家制定E国际贸易领域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依

据，使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拥有了全球 E贸易的话语

权，使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成为河南的一张国际性的

靓丽名片。

徐平先后获得“中国经济优秀人物”“中国物流十

大年度人物”等殊荣，被誉为“河南跨境电商第一

人”。企业免费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岗位1300余人次，

免费为客户培训咨询服务 2.7万人次，向革命老区提

供捐款200万元等。

徐平 河南省进口物

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

樊海凤 新密市超化

镇黄固寺村党总支书记

于小丽 驻 马 店 市

嵖 岈 山 门 业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长

孟娜 郑州市孟娜影

像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艺术总监、制片人

1999年，许淑玲开始研发集播种、施肥、

秸秆与土壤有效分离等九道工序于一体的

小麦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播种机。2006
年研发成功，并于 2012年在山西省的五个县

乡推广。2014 年前后，该机械获得了 23 项

国家专利，其中 3 项国家发明专利，成为中

国（中部）现代农业科技展览会组委会的“推

荐品牌”，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关注和喜

爱。小麦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播种机问

世以来，不断完善改进，成为一次性完成多

道程序、一机多能的机械，满足了现代农业

复式、联合、节能高效的农业技术作业的需

求。

2016年底，荣获农业部颁发的“农机、农艺

最佳结合与应用”一等奖。

2006年，为追求理想中的幸福教育，徐玲

从漯河市教育局辞去公职，创办了阳光雨露集

团。

在她的带领下，阳光雨露集团发展成为一

个拥有近30个区域集团近百所学校的综合集

团。

目前，阳光雨露集团所属的区域集团和学

校，分布在北京、厦门、海南、四川、重庆、哈尔

滨、长春、河北、河南等地，为数以万计的孩子

和家庭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认可，获得了各种国家、省级和市级荣誉，

曾先后被评为“全国百佳幼儿园”“民办教育先

进集体”“全国优秀民办幼儿园”“中国妇女儿

童喜爱的品牌”“改革开放30年学前教育品牌

机构”。

程青梅于 1998年在郑州自主创业，旗下

有颐和博雅（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博雅彩印有限公司、河南博雅精品包装

有限公司等。企业先后为 1000余人提供就

业岗位，是河南省“守法诚信公约”带头发起

单位和签约单位，连续 10年中标河南省省级

公务印刷定点单位，被评为“第二届魅力河南

十佳魅力品牌企业”，也是 2009年中国品牌

质量管理评价中心评定的“中国著名品牌”。

她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先后举办了

大型公益活动“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关爱

农民工小学大型募捐活动”“温暖冬天我们一

起回家过年——爱心大巴送您回家大型活

动”，耗资 50余万元。并于 2011年 9月捐助

300万元作为扶贫基金，用于扶贫济困助学助

残。

1991年，余艳丽创办郑州艳丽美容院并成

立了河南省艳丽美容有限公司。20多年来，她

不断追求精湛的技术，带领艳丽人坚定不移地

实现使命：“为顾客的健康、美丽、年轻而努力和

服务，让艳丽同仁成为创造美、传承美的天使”。

多年来，她把公益慈善活动作为一项自己

应尽的义务来回报社会，免费为广大群众、离退

休干部理发及检测咨询等。2008年汶川大地

震,她通过河南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捐款,并成

立了艳丽大爱基金专款专用帮助弱势群体。

她先后获得“河南电视新闻人物”“河南

省民营企业优秀公关企业家”“郑州市十大优

秀青年”等荣誉称号，她的事迹被河南省委宣

传部编入《世界风采》一书。

程青梅 河南

博雅彩印(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

余艳丽 河南

省艳丽美容有限公

司董事长

徐玲 阳光雨

露集团创始人、北

京阳光雨露教育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美国常青藤学

院教育集团中国区

总裁

许淑玲 鑫乐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经过十余年的拼搏，徐晓已经拥有了一家由

12家子公司、2000多名员工组成的现代企业集

团，连续多年成为当地纳税第一的企业，为经济社

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带领河南省企业家成功举办了“创业创新

发展研讨会”“文化与市场论坛”等活动，在河南省

女性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她长期致力公益事业，出资兴建乡村小学，修筑

山区道路，先后资助失、辍学孩子和贫困大学生2000
多名，帮扶资助环卫工人、五保老人等5000多人次。

韩文丽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阳市妇幼

保健院工作至今，即使患有乳腺肿瘤，依然恪尽职守，

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妇幼工作者，为安阳市妇幼事业发

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荣获“全国妇幼健康服务先

进个人”“河南省卫生计生行业三八红旗手”“第五届

安阳市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2012年3月，在她的协调组织下，安阳市妇幼

保健院启动了“关爱妇女健康”活动，免费为农村

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和“两癌”筛查，深受当地群

众好评。2013年，在她的领导下，安阳市妇幼保

健院启动了临床重点专科培育计划，并在2016年
市重点专科（专病）评比中，该院“新生儿重症医学

科”被评为“两先”科室。为缓解当地基层妇幼保健

院基础薄弱，不能满足当地妇女儿童健康需求的问

题，在市卫计委的提议下，她亲自调研组建了“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医联体”，并于2016年初正式成立。

自任职16年来，王轲立足行业，结合县域特

点，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率先在南阳开通

“蓝天卫士”“移动办公”“智慧旅游”“治安监控”

“清风社旗”等互联网业务。其中“号码管理

MMS体系”创新成果一项就提高通信号码资源

利用率30个百分点以上，节约通信号源68万，创

造效益680万元，节约成本1000万元以上。在通

信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中，为全国贫困县——社

旗争取和新建3G、4G基站300余个，网络规模增

加了近七成，网络覆盖率达 99%以上，铺设光缆

线路 3000多公里，建设互联网宽带近 7万线，互

联网专线 700 余条，争取项目 1100 万元，业务

收入超亿元。

由于业绩优异、贡献突出，她先后荣获南阳

移动公司创新成果一等奖、河南移动公司“优秀

创新提案”二等奖，并获得河南省三八红旗手、南

阳市“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张静同时担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起搏与

电生理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

内科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卒中学会心血管分会主

任委员、河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心血管健康管理专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她创造性地提出了“心脏重症四个翅膀”理论

和“心脏重症目标靶向管理”理论，使河南省心脏

重症事业逐步走向理论成熟。已经成功开展了

3D打印指导下的室间隔封堵术、应用心衰超滤脱

水装置救治重症心衰、ECOM辅助支持下抢救心

肺复苏患者等高难新技术，打造了“国内一流

CCU，国际化CCU”。医者仁心，大爱精诚，张静

倡导“让人性的光芒照亮CCU每一张病床”，得到

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与好评。

2017年5月，成立“河南省心脏重症学院”“河南省

心脏重症网络学院”，作为学科带头人，始于梦想，勇

挑重担，带领河南省心脏重症事业逐步走向全国。

张静 教授，主任

医师，河南省人民医院

CCU病区主任

徐晓 郑州海龙

集团董事长、河南省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韩文丽 安阳市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王轲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南阳市社旗分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

2014年河南中部国际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成

立，安敬平致力打造影响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

级、开放发展的电子商务产业链综合服务园区。

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有唯品会、百度营销大学、

云和软件等签约电商及配套企业100余家，入驻使

用面积达112600余平方米。在创业配套上，目前

已有10个项目入驻，同时，聚点咖啡、产业园电商

俱乐部在11月底即将使用。园区配套的裕鸿富荟

精品酒店，提供188个精品客房，可提供床位8000
多个。同时园区购置10辆宇通大巴作为通勤班车

往返郑州，确保企业在园区安心发展，努力推动

“买全球、卖全球”目标的实现。

她先后获得郑州航空港区 2015、2016 年度

优秀企业家，郑州航空港区“三八红旗手”，共青

团河南省电子商务行业优秀团总支书记等多项

荣誉。

李孜敏在河南温泉产业可持续发展中作出了

突出贡献，作为特邀嘉宾，受邀参加国际温泉产业

高峰论坛，为温泉产业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分享

自己的成功运营经验。先后获得中国温泉金汤奖

十佳杰出贡献奖、郑州市优秀青年企业管理者，被

《东方今报》评为“90后”最佳创二代。

她推出中汇·水上三国，打造中国式玩水；打

造快乐海、养生泉，从0℃到40℃，和水亲密接触，

享受极致玩水体验。始终将游客体验感放在首

位，打造的江南春温泉成为河南第一温泉品牌，挂

牌国家四星级旅游饭店。力推水与音乐结合，先

后举办草莓音乐节等大型活动，将奥帕拉拉水公

园打造成国内水上乐园典范，不断自我超越，开启

大中原亲水时代，给缺水的中原地带带来福祉，为

中原市民消暑养生提供度假休闲胜地。

闫素云 18 岁开始创业，勤劳奋发，坚忍不

拔，至今已经在商场摸爬滚打 40多年。2007年
将近 50岁时，在浙江柯桥经营机绣厂取得了骄

人的业绩。2015年底，作为浙江柯桥汝州商会

会长，她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带领汝州籍百余家

机绣厂将近 5000名员工返乡创业，协助当地政

府创办汝州汝绣园。如今汝绣园已是国内知名

返乡创业园，闫素云企业的产品远销 20多个国

家和地区，年销售额上亿元。

闫素云积极培训、吸纳贫困人员就业，为助

学、扶贫等公益项目捐款数十万元。她曾先后荣

获“汝州市吸纳社会就业先进工业企业”“十大乡

贤人物”“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该公司聘请全国多所著名中学校长以及特级

教师为研究院成员，设有专门的“教育·中国”演讲

团队，面向广大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和学校，开展

《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我的大学梦》《让生命

充满爱》等各类演讲、培训及提供专业的咨询及服

务，先后有3万名教育工作者参加并受益。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徐惠娟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2007年为一万多名孩子送去 2.4万本图

书；2010年向通许县朱砂镇斗厢小学捐款2万元；

2013年5月，向怀化留守儿童捐赠价值2.2万元的

书籍；2013年9月，通过吉林省通化市委宣传部向

四平市留守儿童捐赠价值75250元的书籍。

2007年至今，她公司和本人先后荣获“爱心单

位”“郑州市青年文明号”“爱心大使”等称号；2012
年 2月，被评为郑州市优秀政协委员；2012年 10
月，在中华国学高层论坛上被儒教学会评为突出

贡献奖。

闫素云 汝州百瑞纺织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凯

文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敬平 河南中部国际

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

长、河南裕鸿置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孜敏 郑州清华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郑州香堤湾酒店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江南春酒店有

限公司、郑州奥帕拉拉水公

园总经理

徐惠娟 郑州市鼎洪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玉珍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书写了一段“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奇人生，被誉为红旗渠畔绽放

的创业之花。

她自担任公司董事长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为公司创新发展一直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

才华。在公司发展壮大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公益事

业，为困难学生、孤残留守儿童、汶川地震等捐款捐

物125万元；帮扶安排返乡农民工、下岗职工、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创业868人，为实现全市农民工创业和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认可。

2012年她当选全国好人榜“诚实守信”好人；2013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省促进全民创业带头

人”等称号。

刘玉珍 林州市六合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纪宇，创业圈里的传媒人，传媒圈里的创业者。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高材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EMBA。2007 年受聘于河南商报，任省级名牌新闻

专栏创富栏目负责人。2013年创业，组建河南首家

一站式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创富工厂。专注早期

创业投资，用全方位的创业服务，帮助创业者打造规

范企业，实现创业梦想。

作为创业领域资深媒体人，在十余年的新闻工作中

接触和服务、指导大量创业者，具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广

泛的人脉资源、独特的视野与洞察力。

创富工厂在孵企业400余个；资本聚集平台聚合90
多家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实现股权融资8200万元人民

币，债权融资5300万元人民币。

孵化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8家新三板、12家拟

挂牌新三板、20家登陆区域股权交易市场。

郑菊风1983年开始从事小磨油的生产，年加工能

力只有几十斤，虽然只是一个小作坊，但她坚持诚信经

营。2006年郑州菊风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

围包括加工、销售。公司产品不仅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还率先通过了有机认证，目前年加工量达 1000余吨。

2012年前后，公司荣获郑州市“放心食品”和“百城万店

无假货”称号，而以她名字命名的“菊风”产品还成为上

海世博会的指定产品。近几年，又连续获得“河南省知

名品牌”“中国农业绿色食品”“依法纳税模范工商户”等

多项荣誉称号。

她还为政府排忧解难，安排下岗困难工人一两百

人再就业。

她先后荣膺优秀共产党员、杰出创业女性、全国巾

帼创业致富能手、河南省三八红旗手、十佳女杰、非公有

制优秀经济人士等称号。

1990 年，侯振荣用 5000元从一只加油桶开始踏

上创业之路。1998年成立大桥石化公司，把国道旁的

一座小型加油站发展成为拥有近百座连锁加油站、20
多个全资子公司的民营石化公司，网点遍布中原大

地，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覆盖新乡、开封、许昌、安

阳、洛阳、焦作、商丘等中原城市群的加油站网络战

略布局。如今的大桥石化已发展成为一家以成品油

批发与零售为主，集天然气项目、新能源、高速公路

服务区投资与经营、房地产开发、宾馆酒店、仓储物

流等于一体，员工 2600 多人的现代化民营企业集

团。

她个人和公司先后为社会捐赠赈灾、帮困扶贫、捐

资建学、修桥铺路等公益慈善资金1000多万元，安置下

岗职工600多人次。

纪宇 河南微企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菊风 郑州菊风粮油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振荣 河南大桥石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执行总裁

2004年孟风莲成立华豫涂料，从一家创业之初仅有

几万元的小团队，逐步壮大为拥有1.2万吨环保涂料产

能的优秀民营企业。

2008年又创办现代华豫防腐材料有限公司，2015
年在焦作三木工业园成立分公司，目前拥有职工 260
人，高级工程师37人。她一方面组织人力物力研发环

保、绿色、健康、无甲醛的涂料产品，另一方面积极组

织华豫全体干部职工为中牟县习家乡初级中学、黄店

镇初级中学等乡村学校捐款捐物，资助失学儿童重返

校园，累计捐赠超过 50万元，还帮助附近农村解决部

分富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

她先后获得中牟县三八红旗手、中牟县劳动模范、

郑州市优秀创新企业家称号，并获得郑州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称号。

2003年，40岁的马爱莲开始创业，创办了郑州当代

教育培训中心，任校长。

14年来，她创办的郑州当代教育 12校区遍布郑

州，有 3 所校区是她出资帮年轻的优秀老师创办

的。2016 年 3 月，郑州当代教育（当代数学）更名为

郑州当代教育培训中心。马爱莲深得学生和老师的

爱戴，“心系老师，心系学生，心系社会”，她无时无

刻不给予着家人、朋友、同事、学生和家长爱、感动、

力量与希望。她为了不让亲情留遗憾，每天坚持把

母亲带在身边。

马爱莲曾获得“郑州市十大社会培训机构先进个

人”“郑州市先进社会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近几年

来，为各项公益事业捐款达200万元以上。

梁玉带领企业牢固树立品牌意识，重视产品质量，

使产品在铁路、公路、水库大坝、高层建筑等百余处重点

工程施工中应用，以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服务，相继打

开了越南、蒙古国、缅甸、伊朗、日本等国家的建筑市场，

跻身于国际锚具行业之林。

在梁玉同志的带领下，公司成立了开封市第一家

预应力工程技术中心，组织了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研发

人员进行研究开发，大力推进产品的更新换代，获得了

9项国家专利和 1项河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以及上百

种的创新。

企业先后荣获了河南省著名商标、河南省高新技

术产品、河南省文明诚信企业、河南省质量管理先进

企业、河南省重合同守信誉企业等称号。梁玉个人也

先后获得“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巾帼建功标

兵”“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章”“开封市三八红旗手”等称

号。

李玲连续 5年获政协优秀提案奖；连续 3年获政

协建功立业奖；2013 年获济源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2014 年获河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成果一等奖；2015年
获河南省“创业明星”称号，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部授予“星火科技致富能人”荣誉称号，被全国农村

妇女双学双比竞赛活动领导小组授予“全国双学双

比‘女能手’”荣誉称号，被河南省妇联、河南省“双学

双比”活动领导小组授予河南省“十大绿化女状元”

荣誉称号；2016年获河南省住建厅“优秀企业家”荣

誉称号。

近 5年参与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情况：2014~
2016年捐助山区 8名贫困学生每人生活费 1.5万元，

2012年捐助玉树等灾区5万元等。

孟风莲 郑州华豫涂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玉 开封强力集团锚

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

马爱莲 郑州当代教育

培训学校的创始人

李玲 济源市木森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5年以来，王晓燕从事房地产开发15年，投

资4年。2003年12月荣获“首届中国房地产策划大

奖赛”中原房地产新锐策划人等称号。

2013年开始，她从事产业集聚和创业孵化运

营服务。先后负责北航科技园郑州园区北软慧

谷-加速器产业园的建设开发运营、北软慧谷

—电子商务快速物流园的投资建设开发运营和

TITA北软郑东创新孵化器的建设运营。先后以

“办公生产空间+科技支持+金融资本服务”的模

式，以多种形式服务于 4300多家企业。对中原航

天航空的跨行业应用方向的智能装备、大数据、

无人飞行器、医工交叉等新兴产业、行业的科技

创新、科技产业化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

1993年，赵玉清怀揣着梦想到郑州创业，她心

系农村，向往广袤的土地，凭借自己多年的打拼于

2003年创建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河南创美实业有

限公司。她带着“扎根农业，服务三农”的夙愿，经

过13年的艰苦奋斗，于2016年创建了河南创美实

业集团，下辖5家子公司，业务涉及温室工程、光伏

农业、产业园区等。

她现任荥阳市高村乡妇联第一届执委、郑州市

供销社副理事长。

她创办的禾顺种植专业合作社园区种植的

彩虹瓜之宝、豫甜脆等最新研发品种，带来了可

观的利润，未来将结合发展“大园区经济”，搞好

管理模式四个结合，更好地发展园区。2012年她

以企业名义资助了河南农业大学 10名品学兼优

的学生。

20年来，廉小虔执着坚守，善始善终，在极致

中探寻完美的呈现，让经典与艺术传承演绎，独

具匠心,至臻完美。其团队始终肩负着设计师的

责任，以专注高品质的设计态度，去引领需求者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力求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

拥有灵魂。作品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遵循

身心舒适之道，一步一景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灿烂

与智慧。

她先后获得“国内优秀设计师”、郑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代表作品有：瑞贝卡集团

假发艺术展厅和白云山北欧风情街酒吧、三亚

凤凰水城项目、杭州云筑项目设计、上海浦东

陆家嘴金融中心等，并多次荣获国内设计奖

项。

2007 年张慧敏作为合伙人加盟大学生创业

网，连续承办三期河南省青年创业大讲堂、近 200
期创业俱乐部活动，助力数万名大学生合理规划

职业生涯。

2010年合伙投资近 1亿元建设金源创业孵化

器，并出任总经理，从企业管理咨询、创业培训、

创业投资等方面为企业开展服务。目前金源孵

化器已被认定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国家级众

创空间、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目前，金源孵化器与全国百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和服务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企巢新三板学院，服务企

业资源要素的跨区域快速配置，助力企业股改和挂

牌上市，并成立了河南省新三板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郑州企巢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全方位建立

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王晓燕 郑州京航创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郑州北软电

子商务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创始人

赵玉清 河南创美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廉小虔 国内资深高级

室内建筑师、本草国药董事

长助理

张慧敏 郑州金源创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笛2014年大学毕业后，从最基础的建筑施工工

程项目部做起，逐步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自己

所学专业知识和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她

整理编撰出了一套既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又切合行业

实际的《员工守则》，使员工的工作有章可循，对公司

的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在企业管理上，把公司从高消

耗、回收慢的行业转向环保产品、高科技设备等行

业。经过两年的管理与改造，公司管理井然有序，公

司业绩翻了一番。

她担任公司总经理后，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大胆

调整产业结构。截至目前，林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业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建筑安装、生物科技、钢结构

生产、门窗加工、文化传媒、微小企业创业园等于一体

的现代民营企业集团，培养了28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

吸纳1500多人就业，成为河南省一级建筑资质企业。

毛新萍从创办洛阳最早的整形美容中心洛阳毛

大夫整形医院到创办洛阳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

一直身体力行，敢于担当，终于使小门诊变为今天的

大型医疗美容整形专科医院。天下为怀、诚信为

本。多年来，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救助弱势群体，

为特困家庭、残疾人等特殊患者免去医疗费用；积

极履行自己民建党员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捐款、捐物

达百万元之多。

此外，她还通过开展“大学生就业绿色通道”、“民

营企业招聘周”等活动，为全市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

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她曾被评为洛阳商报企业家联

合会“优秀企业家”、年度“洛阳好老板”、特聘医疗美

容行业资深顾问。

汤贝带领企业通过网络销售童车，对线上分销商

实行“统仓管理”模式，一件代发。她让分销商真正实

现零投入、零风险、高利润。此外，她还为创业客户提

供免费的开店指导、产品上架和销售技巧培训，为广

大青年提供了创业与就业机会。

她带领的童车设计研发团队，拥有3项专利证书，

还有两项专利正在申报中。

截至目前，她拥有线上分销商 1.5万名，微商代

理 2.01万名，线下经销商 700多名。其中，运营的阿

里巴巴宇龙华仔旗舰店已经连续 3年获类目第一；

专利设计可拆分双胞胎婴儿车也曾是淘宝类目销售

冠军。

2014年，公司被阿里巴巴漯河产业带评为“最具

发展力电商企业”；2015年，汤贝被评为“漯河市创业

之星”、漯河市“十大女性优秀女性电商”；2016年，公

司被评选为漯河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2017年，获得

“豫创天下”创业比赛漯河赛区一等奖。

毛新萍 洛阳维多利亚

医疗美容医院董事长

刘笛 河南林源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汤贝 漯河市临颍县昌

盛童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