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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渝
商”品牌自2005年由重报集团重庆晨报提出并
运营亮相以来，一大批渝商不仅成为重庆市民
耳熟能详的名字，更成为重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榜样，助推了重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发扬渝商优良传统，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携手重庆市总商
会，在持续开展了六届“十大渝商”评选活动基
础上，全新打造了渝商系列活动品牌——

“2019年度渝商评选”活动。

本次评选自启动以来，共收到超30家主
管机关、商会协会的推荐名单300余家，意向
报名企业近200家，报名数量创下新高。

同时，“实力派”和高新科技企业扎堆参
评。入围的54位候选人所在的企业中，上市
企业有10家；2018年营业额过10亿元的11
家，过亿元的34家；2018年纳税额过亿元的9
家，过千万元的2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
家；有专利权的企业高达45家。

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参与，为期8天的网

络人气点赞中，候选人获赞总数超千万次。
最终，历时近两月严格评审，12个职能部

门联合把关，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俊翰、重庆尚赏居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升东、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艾渝等10人获评“2019
年度渝商”；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夏勉，重庆金果源进出口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艾中华，重庆远见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璐等14人获评

“2019年度新锐渝商”。
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浓缩了

2018年度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卓越成就。他
们实干兴邦、坚守信念，积极实践转型升级，用
创新带领企业大步前进。他们是富民兴渝、自
强不息的渝商楷模。

获得2019年度渝商、新锐渝商称号，对他
们意味着什么？接下来，他们还有哪些创新、
高质量发展举措？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19年
度渝商、新锐渝商的获奖感言。

艾中华
重庆金果源
进出口贸易
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总
经理

我们将继续发扬“重信重义、
自强不息”的渝商精神，做好水
果事业，让我们所有重庆人、中
国人吃到更健康、更新鲜、更实
惠的好水果。

王乔道
重庆南电科
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
经理

8年前我是在无资金、无自主
产品、无市场资源的情况下，借政
府的创业资金、帮扶政策开始创
业，正是一路沐浴着时代的春风，
我们艰苦奋斗，在自己的行业开辟
出一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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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波
重庆海康威
视系统技术
有限公司总
经理

在未来前行的路上，将面对更
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将带领团队
继续努力拼搏，继续稳健经营，持
续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中作出新的贡献，并以
此回报社会。

吴怡
重庆百事得
大牛机器人
有限公司董
事长

坚定不移地走自主研发、科技
兴国的道路，让大牛成为政府公共
法律服务的好助手、老百姓身边最
值得信赖的法律专家！

罗世龙
重庆可兰达
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
人、COO

重庆作为曾经的“互联网沙
漠”，在国家的支持下、政府的扶持
下、各企业家的努力下现已绿洲点
点。但是绿洲成林任重道远，我们
将不懈努力！

夏勉
重庆美心贝
斯特门窗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五
州门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是不断
超越自我，永远进取，不断学习，永
远保持创新的热情与活力。企业
家没有创新进取精神，企业就会停
滞不前，而在市场中，不前进就必
被淘汰。

王超
重庆天阳吉
能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企
业家精神，打造工匠精品，守法经
营，回报社会，努力把企业做强做
优！

熊刚
重庆优玛泰
思特仪器有
限公司总经
理

新锐这个称号，代表我们团队
还很年轻，还有成长的空间；另一
个则是因为我们始终保持着新锐
的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
将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行！

王建忠
重庆瑞竹植
物纤维制品
有限公司董
事长

希望到“十三五”末，把瑞竹制
品打造成全国第一的集竹纤维环
保餐具及高端装备制造、原料基
地、纤维环保化加工的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全国重要的竹及秸
秆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叶祥富
重庆帮豪种
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帮豪种业将继续响应国家政
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
市场需求，服务三农，促进国家农
业健康发展。让有土地的地方就
有帮豪！

张鸿翔
立信（重庆）
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
经理

我将带领企业积极探索新形
势下的管理理念，继续稳健经营，
持续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中做出新的贡献，以
此回报社会。

张璐
重庆远见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常
务副总

感恩所有支持和帮助我的人，感
恩所有支持和帮助远见的小伙伴，我
们会一如既往的用我们的智慧、用我
们的创意、用我们的能力更好的提供
服务，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

张艺蓬
重庆歇马机
械曲轴有限
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这项荣誉带给我三个词语，六
个字：“感动”、“担当”和“骄傲”。
让我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蓝图
充满了信心与激情，也希望可以为
社会贡献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周勇
重庆威斯腾
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威斯腾生物将继续坚持创新、
坚持科技转化、坚持产学研合作，
围绕健康中国提出的肿瘤早防、早
诊、早治的原则，努力开发出更多、
更好、更准的肿瘤早期诊断产品！

2019年度新锐渝商

艾渝
重庆特斯联
智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特斯联从成立之初一直积极
助力重庆数字化建设，已在重庆
落地众多业务，智慧场景服务覆
盖 14 个区县，涵盖社区、文旅、能
源等场景。

段远红
重庆段式服
装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今天获得了这个奖项我非常荣幸，
是我新的起点，给予我鞭策，我未
来会更加努力来回报山城人民，回
报社会。思维绘蓝图，胸怀定格

局，做一个有情怀、通人性、循规则
的老板是我不断追求的目标。

鹿有忠
有友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
经理

好吃的食物都有根，有根的
食物才有生命力，有友的根在重
庆。有友愿与社会各界一起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一如既往地为
重庆的发展贡献力量，并继续书
写属于中国民营经济的荣光！

冯一村
海云数据董
事长

感谢评委会对我及海云数
据的认可，未来海云将依托两江
新区资源优势，以大数据智能化
发展为助力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为重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尽一
份力。

舒畅
重庆零壹空
间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
事长

零壹空间将不忘初心、砥砺
前 行 ，坚 定 不 移 的 发 展 商 业 航
天，全心全意为国家宇航、国防
军工、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积极
助力重庆科技发展！

李启国
重庆财信环
境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董
事长

未来，我将带领企业继续发
扬“信义立业、敢为人先”的财信
精神，弘扬“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的渝商精神，为我们的环保
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游先慧
重庆茂田机
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荣誉是一种监督，是压力，也
是动力。我们会更加努力，取得
新的进步。

李述洲
重庆平伟实
业股份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总经理

未来，平伟实业将秉持“平凡
的工作，伟大的事业”这一精神，
继续超越自我，面向未来，把企业
做大做强，希望以更大的价值，回
报股东、回报社会，坚持做“有梦
想、有情怀、有作为”的渝商。

朱俊翰
重庆蓝黛动
力传动机械
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我将和全体蓝黛员工，以获
奖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努力
打造汽车核心零部件的民族品
牌，为重庆汽车产业的振兴贡献
力量。

刘升东
重庆尚赏居
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长

感谢社会各界对我的肯定和
鼓励！强盛的国家，伟大的制度
催生了我的成长。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我一定不负这个时
代努力奔跑！

2019年度渝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