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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建材行业碳减排技术路径研究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 郅晓   安晓鹏 闫浩春　刘佩成　刘韬　邓嫔

一等 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万达集团党委 张万红 杨丰铭　刘栋栋

一等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定位及改革思路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陈学安   于月华 陈豪雅　陈钊新

一等
依托数字阅读平台打造智慧党建新模式　

以“红色引擎”有效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迪 陈超　王丽楠

一等
构建业务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模式

推动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研究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李胜会 谭毅　刘向晨

一等 构建企业协同创新中心新模式　推动企业新旧动能转换
吉林大学

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于光民 于潇　孙猛　陈玮   余红卫    刘鑫　祁广旺   杨名计　李理国

一等 产业园区发展驱动与特色模式实践分析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新宇 潘登   姚以立

一等 中材建设属地化经营助力国际化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童来苟  张思才  刘贞华 荣亚坤  成功  郭永生  彭露青

一等 非金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二次混改”推动完善治理的分析研究 清华大学 王悦 　

一等 创新求变深化改革　创世界一流企业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柴永森  张军华 郭林　李昆　邹阳

一等 科研院所产研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彭寿  李志铭 陶立纲　夏宁　周鸣   官敏    谢浏莎　钱学君   胡华波　王小飞　 陶天训   余郦

一等 新时代优秀企业文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 张静 江秀龙　姚桂艳　史娅茹   王璐璞   吴奇

一等 海外电力投资企业构建复盘三体系促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盛玉明  杜春国  高超 袁泉　杨玲　齐晓凡   石雪杰    于波　费一鸣   潘姝月

一等 大智移云背景下对财务共享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财务共

享服务中心
郑冲

景爱华　赵昕　高远   赵蕾    荣杏　牛妞   马丹红　张彬    赵榕
马素杰　杨素芳　王鹏   候文革　田菲　朱琳   晋红媛   杨希泽　牛雷雨

一等 中铁十七局创新“价值文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陈宏伟 武宝君　周娟

一等 大型产业集团“1+N”产融服务平台建设的创新实践与研究 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刘成  黄书寒  王晓丹 徐达飞　李兆康　李腾   殷衍昕    杨青　汪允杰   孟祥俊

一等 以 12 个核心要素为支撑的非常规能源企业价值体系构建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煤层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齐振林  马鹏飞  韩冰
徐立明　鹿倩　王平   郭旭    闫霞　彭宏钊   张凯伟　王虹雅    苏璟   邓钧耀　
徐博瑞　杨光   张双源　王渊　董海超   解蓓    曹毅民　刘玲   王栋　胡唤雨

二等
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零号车间成立的探索、成效与展望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航空制造技术研究

所零号车间
郭家宁 卢鹄　李汝鹏

二等 通用技术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探索与实践 通用技术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刘成明  康裕陆  张永 杜守志　刘菲　周慧姝   踪念伟   唐凤云

二等 基于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航天制造企业技术管理创新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张铁军  姚为  张建刚 韩维群　刘玉平　吴凯   刘刚   刘国柱　王志敏   熊珍琦　张云鹏    段轶锋

二等 军工总体部数字化科研生产管理体系建设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程进  刘鹏 柳琼俊　陈建江　杜庆胜   王艳玲   张欣欣　孟令华   石学海

二等 国企改革思维实证研究 国企改革思维实证研究课题组 刘秉君  杨建国   温亚震

二等 国有企业参股管理评价体系设计与应用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 田志友 刘军洋　姚以立

二等 混改企业差异化管控方案设计 上海西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徐怀玉 宋蕊　应慧燕

二等 地方国资国企改革分析报告（2020 年度） 国资报告 王倩倩 　

二等
国有汽车经销商集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以河北省国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汽车业务板块改革发展的实践为例
河北省国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刘汝东  谷俊柏  刘维思 朱成奎

二等
推进市场机制建设  激发改革发展动能

——以保利发展控股为例谈国企市场机制建设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宋广菊 刘平　周东利　胡在新

二等
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混凝土企业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的探

索与实践
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盛伟 熊巧林　雷素林　潘金敢   王子龙    陶涛　赵优俊

二等 以智慧集群平台建设赋能国企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朱珊珊 　

二等 省级电网企业数字化多维价值评价体系构建和应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林汉银   王婷   任腾云 芮筠　方莉　杜洋   张波    陆晓冬　刘宇辉   邵鑫　储飞飞

二等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率先探索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高德康 梅冬　戴建国

二等
市场化投融资企业：打造地方基础设施投融资企业升级版

——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探索与实践
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冉斌 梁继平　向家祜　陈驰

二等 基于融合发展战略的一体化航空维修与服务保障管理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志鹏 王琰　高建龙

二等 广西移动探索实践企业总法律顾问履职新模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何玲 伍剑威　杨海波

二等 联合装备企业集团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联合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卢党军 武文杰　张笑尘　赵娟   荀晓晋   吴鹏　陆漫远   苗红琳　张英   吴承明

二等 全面风险管控体系，为国际化油品贸易保驾护航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 王延军 许国宏　郑必然

二等 混合所有制企业投管结合管控体系的创建与实践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王锁会  李超  任燕 彭启慧　陈昱仁　管荷   李振    刘坤　尹玉吉   祝军

二等 科技型企业精益化管理体系构建与应用实践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庆功  刘博  顾闯
商铁成　牛晓宇　王鑫   李志佳    陈亚科　曾柳燕   刘媛媛　

魏龄玉       赵建斌     王佼　闻静　刘亦轩

二等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在央企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首家落地

——东航集团股权多元化改革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方照亚 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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