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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 南方电网公司构建能源生态系统的创新与实践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薛武  蔡文璇  杨育鉴 胡志广　李海涛　刘杰   雷兵    彭玮麟　江雪菲   郭学敏　胡勇    周亮   姚文莹

二等
以“六位一体”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破解国有企业科研体制机制难题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赵顺强  卢涛  时超 刘小刚　黄微　宋春旺   赵璧    马修恩　刘海志   范伟

二等 建设项目审计数智化管理创新与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朱国胜  许琦  黄邦夏 卓文婉　黄康强

二等
国有境外船舶租赁企业以“双百行动”

综合改革提升发展动力的实践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钟坚  马云翔  胡凯 江涛　袁超　王磊　

二等
中国电信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实践与思考
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罗来峰  李雪冰 刘欣　朱岫芹　梅岭   常亮    王华　高景汶   王钒吉　刘超强　 成昱

二等 打造国际产业链高端化发展新格局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罗必雄  刘壮  顾军 陈长浩　左鹏　黄明亮   刘国芳   蔡岭松　严军  杨帆　胡烨   张雅楠

二等 开拓创新 共享协同 以数字驱动助力铁路运输企业改革转型 国能包神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惠舒清  孙彬  周志成 刘朝晖　郭尽朝　姜大佐   王龙江    杨彦妍　郭浩男   杨宁　张兰　姚广

二等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以“强化合规性、提升效益性”

为核心的跨境重组税收优化体系构建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卢洪波  袁子丽  徐莉 滕华英　王莹　包瑞雪

二等 海外电力投资企业监管体系构建与实践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俞祥荣  付绍勇  刘新峰 李明　武夏宁　郭伟   葛玉萍    袁莉　菅志刚   戴吉仙

二等 以“云雀”协同平台推进军工院所数字化转型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张维刚 宋保华　施国强

二等 军工企业基于“一核多维”高端芯片的创新改革成果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曹哲  肖海潮  刘春利 刘志哲　李齐　曹小康   高腾腾    杨全义　郑茜  高航

二等 复杂多项目背景下的军工院所科研生产管理体系建设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杨小乐  范利明  韩世礼 黄赟　肖劼　郭晋伟  郭林岩    郭勉　韩永

二等 军工制造企业战略驱动型产学研协同体系构建与实施 北京新风航天装备有限公司 耿树庆  张伟 魏佳童　刘名洋　崔宁   张秀秀    陈峰　郭远   于超跃　李靖    崔阳阳

二等 基于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蔡昭斌 王宇　叶蘩漪

二等 基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全产业链业务管控体系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治国  杨帆 宋春影　曹刚　屈会超   苏捷    梁鹏志

二等 军工科研单位以加快产业发展为目标的市场化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王跃轩  王旭  邹作涛 曾腾飞　吴春燕　匡秀娟   徐超    曹艳霞　常晨

二等 以市场化转型为核心 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司 焦继革  严波 陈哲　许岚　胡晓洪   程诗妍    谢金毅　周晋田   周敏

二等
央企“网上党校”实践与探索

——以国家能源集团“网上党校”建设为例
中共国家能源集团党校

（培训中心、党建研究所）
周忠科 许婉卿    孙文　沈丽   杨艳成  赵霞    高华　陈宇航　康来松

二等 践行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政治优势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王广珍

二等
构建国产商用飞机人才激励约束体系

——以中国商飞公司激励约束机制改革试点为例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沈大立 宁方明　武洋　江夏颖   陈志

二等
基于强矩阵的商用飞机项目组织变革

——中国商飞公司项目统一经营管理模式探索与成效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工程与项目管理部
钱仲焱 魏博　查振羽　李媛   房峰

二等
大型化工企业集团推行精益思想指导下的“算账文化”的

探索与实践
潞安化工集团公司 王志清  马军祥 王强　崔树江　毛永红   郭成刚    武鹏　张路刚  常跃刚　田文香   王伟   张宇鹏

二等 中国电建供应链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强 苟达平　万明罡

二等 基于“小核心，大联合”理念的海洋网信“产学研”平台构建 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小漠 王多涛　王成才

二等
航空工业平台智能化商品数据治理体系研究与实践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助推数据资源价值转化
中航金网（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付茂胜   王明磊 胡洋　谷雨　周立芳   赵会芳    姜璎琦　左幸运   高林

二等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化货运停车系统方案研究与探讨 天津克运集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范金魁 赵元　范书成　郭昱良   许亚东

二等 基于“互联网 +”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实践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伍祚明  茹文松  万红岩 王云峰　郭晓军　刘方

二等 紧抓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锻造世界一流矿业企业 中国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蒲青松 张瑞刚　陈振华

三等 改革创新驱动广西农信高质量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罗军  李燕  梁定基 严夏　李永军　蓝谦   曹韩云

三等 “1+2+3”模式纵深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打造民爆龙头企业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邓小英 刘刚　罗茜　王宇曦

三等 远程异地评标系统在大唐电商公司 B2B 平台的创新应用 大唐电商技术有限公司 叶河云  马燕南
潘玉平　毛茅　台哲学   喻疆    陆磊　赵亮  张嗣欣　张文玉    周东泽

程雅欐　潘国鋆　黄家良   肖士杰

三等
聚焦主责主业 加快市场运营 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

大局中贡献国企智慧和力量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张金楼 陈腾　王志远

三等 复杂装备数字化协同生产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张志衡  赵宏忠  康绍峥 卞玉柱　朱吉锋　吉红伟  王小龙    范瑞成　张珣   宋德儒

三等 基于“感知与进化”的工业数字化探索 中恒天越野汽车有限公司 尚强  金磊 姜艺红　董建农

三等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重点把控的“三个一” 上海西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徐怀玉 宋蕊　应慧燕

三等 铁路装备制造企业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转型升级实践 中车长江运输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李炯 蔡德权　佘银生　邓民轩  洪建斌    刘志强　汪思军  彭蓓　罗磊

三等 华东医药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国际化经营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吕梁 李阅东　胡群彦

三等 湖南广电聚力建设主流新媒体集团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张华立 龚政文

三等 推进精益生产  提升卓越运营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王霞　陈耀　胡国伟

三等 支撑大型核电基地专业化改革的新型能力建设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邹正宇 伍吉泽　张丕钢

三等
关于非经资产“兜得住 可持续”的实践

——老旧小区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忠

三等 基于员工发展的“岗位 - 培训 - 绩效”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与实践 华能（广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海门电厂 蔡国忠  张峰  姚永忠 李晓凤　林燕　李培鹏  张家宽    杨萍　纪洁虹   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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