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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
企业党建是看得见的生产力

——华侨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天涯模式、马岭实践”
海南华侨城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马超骏 李敏　范增友

三等 新型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创新实践 杭州五丰联合肉类有限公司 汪选华 　

三等 围绕项目精细化施策，聚焦成本深度受益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田耀鹏 郑敏莉　郭金艳

三等
坚持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两轮驱动 

构建“一核多元”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袁学民 焦在月　王春光

三等 增量绩效驱动的国防基础科研院所核心能力体系构建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赵波  孙东伟  任占勇 蒋家东　李勇　鲍凯   单昆仑    赵晓敏　傅耘   邢磊　王建刚    张冰  冯冰　李慧娟

三等 科学谋划  精准施策  以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责任有限公司 刁飞萌 谭飞　刘文鹏　孙大伟    李广伟

三等 新型举国体制下军工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体系重构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

所
刘志敏 左林玄　王战　林鹏   侯强    郑航　王言伟   唐彦兵　徐港    张亮    赵业伟　白娜

三等 航空国企多维架构“内嵌式”党建模式应用与实践 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安刚 刘萍　李耕耘

三等 国有企业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计划管理体系
航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徐德朋 杨慧　张钺

三等 中国航发商发改革创新驱发展，稳步推进求成效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辛田 储俊庚　李辉

三等 现代供应商管理在国有企业的应用实践研究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

输分公司
李超 苗文伟　李利军

三等 广东电网省地区镇“四级一体”战略运行管控体系研究与实践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莫锦和  黄东文  梁敏杰
杨旭　蔡徽　吴桂华   罗学伟   万婵　邓楚然   王俊丰　

谢瀚阳    赵双潘徽　李恒真　黄忠靖

三等 基于 WPS 云平台实现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崔志森  陈光霞   麻岸泉 刘齐艳　施碧娟　马昆伦

三等 关于子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与加强董事会建设的研究报告 南航集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周俊宝 　

三等 把握产业变革机遇，技术与模式创新引领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
北京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
连庆锋  原诚寅  田雨时 张思遥　李春阳

三等 数字化新型管理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天地玛珂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张良  王进军 张龙涛　邢世鸿　黄曾华   田成金   张雷　李森   王昕　杨毅 

三等 南方电网深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周姝丽  袁黎  赖婧　 贺晓柏　何晓冬　孙威   罗日朗

三等 大型调峰调频发电企业多厂站集约化、专业化管控模式研究与实践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 李定林  周建为  曾广移 李明　王喜志　杨伟聪  李永兴    张明华　郭小涛

三等 抢抓数字机遇，重塑业务价值，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孙大陆 王少飞　陈淳　刘学刚   武铁峰    张大卫　付鸿儒   曹晓红　谢勇勇    王勇

三等
标准化在企业风控管理中的应用
——以大唐宁德发电公司为例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兰演明 王卫华　马作森

三等 中国特色现代管道公司建设标准研究与应用 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张平  闵希华 李学亮　温九良　尹志国  贺安兵    杨华丽　李芸   但蕾蕾　刘庆

三等
赋能产业升级 助力区域发展

——合肥产投集团股权投资模式研究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晴  杨希娟

三等 柳钢集团“十三五”期间深化多元产业改革的实践研究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金闯  杨俊丹  唐瑜萍 刘鹏

三等
以融入经济业务维护企业利益为核心的

合同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实施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杨桂梅  张丹丹  孙萌萌 伍杰　宋璨　高海蒂   刘安泽

三等 创新驱动的绿色煤炭港口全流程智能化建设与管理实践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李洪军  兰力  刘林
孔祥先　张英波　马海深   宋桂江    潘攀　刘强   刘建　李刚    赵利军
王明乐　刘鑫　刘金光  怀全   鲍建员　汪大春   郭超凤    陈致远　李娜

三等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走好神东网上群众路线探索实践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新华 王国青　梁作文

三等 准能集团关于数智化财务管控模式的探索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来源  沈光江  贾铁军
武国平　霍文　于树斌   王程    田治强　刘昭武   宋梅　贾娟　 刘辉

刘恩佑　张宇峰　仝玲   倪艺轩　赵士博　李沛敏   王尚荣    高振兴　郭艳峰   张彩霞　
及时雨    贺冰艺   田丰　王柄印　刘立松

三等 新发展格局下电网企业供应链金融探索与实践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才华  宁晓龙  陈洋 王威　胡璨　林蔚颖   谢骏骐   吴鸿亮　王玲   刘本杰　彭道鑫   江雪菲

三等
基于产业链协同创新驱动核心产品安全可控与产业化转型的

产业改革发展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金苍松  苏子华  赵志华 侯云龙　刘恺洁　高海燕   刘建伟    黄抒敏　李军町   张大维　费博研

三等
基于 COSO 框架下国有大型工业企业

合同管理内部控制机制的研究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李瑞棠 安远丽

三等 国有企业以战略新兴产业优化布局为目标的管理改革实践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谭千红 吴代满　谢永丰

三等 大型军工企业市场化运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谭千红 郑家龙　陈岩

三等 基于数字孪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浩 陈巧琳　景军强

三等
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经营质效　

坚定不移打造世界一流工业互联网企业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於亮  王丽娜  贝宇红 汤滔　王男　温迪   钟楠   刘珈延　林淮平

三等 资产公司推动参股公司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卢克南 高蕾　李登龙

三等 打造“中华料理尖牌”的探索与实践 杭州金羚羊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蔡红亮 陆阳　刘铁楠

三等 大型军工企业以业务深度融合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管理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胡明春  王建明   荆巍巍 章宏　倪菁　赵玉洁   胡亮兵    陈学勤　石磊   章磊　田俊     张雷鸣

三等 “数字海威”赋能工程项目管理 中交一公局海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刘逸轩 孙亚刚　杨晓敏

三等
5G 智慧路灯杆及其综合管理系统

在实施“双碳”战略和新基建中的价值研究
厦门市致创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洪极慧 杨凤君　陈聪敏　邵勇民

三等 国有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协同管控平台的探索及实践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焦煤公司赵固二矿 慕松利  何宏伟   朱鹏飞 赵启兴　贺伟锋　张超伟  王璐    陈蔷　杜秀珍

三等 测井市场资源整合创新实践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张宪   王佳凡   桂林海 曾可　杨德山　宋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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