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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选树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伟大实践和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做出突出业绩，具有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四新”特征的优秀青年企业家模范。激励广大青年

投身“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由青年报社、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办，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商评选活动正在进行。

经过初评，正式确定20名杰出青商候选人名单，并予以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如您有不同意见，请于公示期间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

公示时间：2017年11月14-19日，每天9：00-17：00 监督电话：021-61173620 13701758576 活动邮箱：qnbqsz@163.com
第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商”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13日

第六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商评选活动

20名杰出青商候选人公示

孔庆园，女，1979年出生。

孔庆园是上海医疗器械

行业实体企业中为数不多的

青年女企业家。2007年创立

了南京卡姆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2014 年卡姆医疗新三板

上市。2016 年，先后并购韩

国 GEMSS 公司和深圳市安

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真正

实现国际化组织体系和运营

管理。

她带领公司一直坚持走

自主创新、持续创新的发展

道路，先后取得了 27 项专利

和 9 项软件著作权。卡姆公

司于2013年获得上海市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2017 年，荣

获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

荣誉称号。

1孔庆园
上海卡姆南洋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毛纯华
上海埃士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毛纯华，男，1982年出生。

2009年创立上海埃士工

业科技有限公司。2014 年，

主导开发智能充电桩并入选

科技部创新创业人才计划，被

国家科技部评为中国“科技

创新创业人才”。2016年公司

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项目经

过审定，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2016年获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荣誉。

上海埃士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从智能研

发、汽车高端生产制造、智能

硬件和互联网平台服务、全

国售后平台服务的全产链布

局。技术覆盖智能充电、柔

性充电、大功率充电和无线

充电技术。

3王永虹
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王永虹，男，1978年出生。

2010年，王永虹创立上海

庆科信息，2011 年获“中国嵌

入式系统十大杰出青年”称

号。他带领上海庆科以物联

网操作系统MiCO为核心，致

立于推动中国物联网及智能

硬件的行业应用和技术平台

的发展。

在他的带领下，近年来公

司屡获殊荣：2014 年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5

年被评为上海市科技小巨人

（培育）企业；2016 年被评为

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2016

年获工信部年度物联网解决

方案奖；2017 年成为上海市

物联网联合开放实验室首批

合作伙伴。

4王红生
上海中铭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红生，男，1975年出生。

王红生曾先后参加 2008

年奥运会水立方、2010 年世

博 会 议 中 心 等 项 目 设 计 ；

2008 年 6 月初参加汶川灾后

重建工作。

2012 年 5 月王红生自主

创业，同时走出国门，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他带领

团队于 2014 年在中南美洲

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

国建设了库瓦儿童医院、特

多网球馆、特多游泳馆、特

多赛车馆；2015 年参建加蓬

奥耶姆体育场；2016 年参建

萨 摩 亚 国 际 机 场 ；2017 年

初，联合中国铁建中标了非

洲 第 一 高 楼—— 北 非 摩 洛

哥外贸银行大厦。

5王建华
上海比路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建华，男，1980年出生。

2009 年创办上海比路电

子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累计

申请专利47项。比路电子聚

焦微型光学驱动器行业，经

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长足

发展，不仅填补了市场缺口，

还逐步获得国内一线手机品

牌厂商的认可。2015 年公司

被认定为上海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2015 年公司又被

列入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

企业。

作为一名80后的青年企

业家，王建华在过去的8年里

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努力和奋

斗，将比路电子从一家名不见

经传的小企业，发展壮大成为

了音圈马达行业的领军者。

6孙元浩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孙元浩，男，1977年出生。

星 环 科 技 创 始 人 兼

CEO，2013 年离开英特尔创

办星环科技。公司成立 4 年

来，成功完成五轮融资，销售

收入年均增长率达200%。他

打造了中国最久的企业级

Hadoop 核心开发团队，形成

了比肩硅谷的企业级大数据

架构及功能模块。

孙元浩在战略全局上，从

企业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

发，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决策

和规划。目前星环在金融、电

信、交通、广电、电力等领域已

经成功建立了超过 500 个大

数据项目成功案例，积极推动

了大数据方案在中国的落地

和应用。

7孙兰兰
上海博济堂科技创业服

务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孙兰兰，女，1982年出生。

孙兰兰带领的火炬孵化

集团是国内最早一批以民营

力量运营科技园的模范企

业，不仅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创办了博济科技园，把品牌

做到国内民营科技园数量最

多、发展最好的科技园；还打

造了“官助民办、校市企合

作、产学研全面推动”的科技

园品牌运营新模式，同时推

出国内首个互联网+园区、

互联网+众创空间、互联网+

中 小 微 企 业 服 务 平 台——

O'Park，服 务 全 国 创 业 者 。

同时，她还打造了国内领先

的众创空间品牌创客邦，支

持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

带动就业，承担社会责任。

8孙凯君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孙凯君，女，1983年出生。

2010 年归国进入罗曼的

第一天起，她就思索罗曼的

转型方式，坚持“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路，调

整结构、优化布局，促进企业

综合效益的提高。孙凯君通

过加强对设计公司管理，以

先进的设计思路、整体规划

理念来带动项目的实施，完

成了收入从百万向千万的跨

越，并成功地完成了上海外

滩夜景改造、上海五角场彩

蛋及商圈夜景打造、南通夜

游濠河项目等颇具影响力

的项目。

公司多次被评为“上海市

文明单位”、“杨浦区文明单

位”、“守合同重信用3A企业”。

9朱泽恩
上海卓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

朱泽恩，男，1981年出生。

自 2008 年创业以来，朱

泽恩带领公司团队，凭借多

年的技术积累和多项知识产

权、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陆

续拿下高新技术企业、双软

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

业等含金量非常高的企业荣

誉。

2016年，朱泽恩又推动卓

易科技建立国内首家“首席科

学家办公室”，吸引一批行业

精英的加入，志在赋予手机等

智能硬件以生命，将人工智能

推向极致。朱泽恩带领团队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断以

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最终

成就了卓易科技国内互联网

领域领导者的地位。

10张亮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亮，男，1980年出生。

张亮是一个务实而又有

理想的青年创业家。在他的

带领下，公司已拥有各类专

利近百件，其中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达到 30 件，均为原创

性发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他的主

持开发下，“轨道交通自动售

检票系统”系列产品打破了

国外AFC制造厂商在该领域

技术垄断局面，开创了国产

化设备在国内轨道交通运营

先河。华铭智能先后荣获了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

市科技小巨人企业、上海名

牌 、上 海 市 著 名 商 标 等 荣

誉。华铭智能在2015年成功

登陆创业板。

李来斌，男，1986年出生。

李来斌是一位极具开拓

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企业

家。2008年，在他的建议下，

水星家纺把网络销售独立出

来，正式更名为电子商务部，成

了公司市场部的三驾马车之

一，当年业绩同比增长10倍。

水星家纺电子商务业务在李

来斌的带领下，不断创新与提

升，现在已发展成一个拥有近

300人的大团队，建立了水星

电商特有的“水电文化”，做到

了网销平台单品牌销售第一。

李来斌正式接手水星控

股集团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

品股份有限公司后，水星家

纺销售、利润、纳税继续全面

快速增长。

11李来斌
水星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金亮，男，1972年出生。

作为从零起步的一家民

营企业，李金亮带领公司迎

难而上，率先开发出3个国产

化抗艾滋病药物（国家首批

批准的药物仅 4 个），彻底打

破了国外抗艾滋病药物对我

国的高价垄断。李金亮凭借

优秀的创新管理才能，带领

迪赛诺发展成为行业龙头企

业，国内行业排名第一，抗艾

药物出口排名第一。

李金亮现任国家抗艾滋

病病毒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曾被授予“上海市青年

科技杰出贡献奖”、“上海市领

军人才”、“上海市优秀技术带

头人”、“上海市劳模集体带头

人”等荣誉。

12李金亮
上海迪赛诺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沈蝶飞，男，1982年出生。

沈蝶飞 2013 年 5 月加入

上海起凡数字担任 CFO 一

职。随着起凡公司不断壮大

和对外投资的增长，沈蝶飞

积极抓好融资工作，为确保

公司高速增长的业务经营、

发展投资的要求，向金融机构

融资，保障资金使用。通过编

制财务预算计划，统一调度，

合理统筹安排资金使用；其

次，积极与银行沟通，加强银

行关系的对接，减少了利息支

出；同时，根据现行国家的税

收政策，加强税收筹划。

目前起凡一直处于稳步

上升的发展中，同时被评为

上海市嘉定区科技小巨人企

业、国家高新软件企业等。

13沈蝶飞
上海起凡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CFO

陈星言，女，1984年出生。

陈星言作为一名年轻的企

业经营者，自海外学成回国后，

她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应用、

于企业转型创新及现代企业法

人治理的各个方面。作为“创二

代”青年企业家，她积极探索新

东苑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将新东苑打造成健康养老

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双核驱

动、房产开发和现代产业金融

两翼并举的现代服务型企业，

并助力集团先后获得中国十大

养老品牌和中国养老产业总评

榜最佳养老机构等荣誉奖项。

陈星言个人先后荣获上

海巾帼新锐、上海市三八红

旗手、上海市百名优秀创业

女性等荣誉称号。

14陈星言
上海新东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

陈振雄，男，1980年出生。

陈振雄一手建立国本

（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他将传统物流商贸、智慧物

流园、互联网+信息平台、供

应链金融体系、现代农业供

应链相融合，完成业务优化，

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企业综

合竞争力。在国本物流传统

的物流商贸基础上，积极引

用最先进的WMS系统，实现

仓库动态盘点；仓库消防联

动控制系统，确保存储安全。

陈振雄成功创立供应链

金融模式，并将此商业模式

成功应用于国本保理有限公

司，打通上下游供应链资金

成本，使得企业多元化发展，

提高了企业综合竞争力。

15陈振雄
国本（上海）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

郑轶民，男，1977年出生。

郑轶民以其技术专长，主

导智能中央电器盒的立项、研

发、投产，从 2011 年开始，从

无到有，已形成年销售额8000

万元的规模。近四年来，上海

沪工紧跟国内外汽车产业的

发展趋势，先后取得了上汽、

东风、广汽、吉利等整车厂多

个新品项目的定点，培育并壮

大了战略产品的规模。

郑轶民带领沪工团队相

继完成了继电器全自动生产

线，电磁铁全自动生产线，接

线盒回流焊生产线，电子产

品全自动测试线，EMC 实验

室设备换代等一系列大的建

设项目，为公司夯实未来竞

争的基础。

16郑轶民
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

公司总经理

赵加雄，男，1989年出生。

赵加雄致力于创建高端

智能装备研发、数据化智慧工

厂部署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聚

集了数十位著名院校的专家，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他带领

团队以智能控制、机器视觉、

传感器网络、工业数据整合为

核心技术，致力于高端智能装

备的研发制造，引领制造业转

型升级和智能制造业的发展。

更酷科技目前与全球四

大机器人企业之一的发那科

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

并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中科院等多所科研院校建

立了长期、有效、务实的战略

合作关系，为前沿技术研发和

应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7赵加雄
更酷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总裁

徐亮琼，男，1974年出生。

徐亮琼于1999年加盟中

梁集团，2010 年起担任集团

常务副总裁，同时兼任中梁

金融投资集团董事长。

2016年初他创新性地提

出了具有中梁特色的“共担

共享”管理和激励模式，为优

秀职业经理人创造了一个大

展身手的平台，打造了一大

批“想干、能干、敢干、会干、

为自己干”的优秀人才，同时

制定了以“战略、市场、财务”

三大筛选漏斗为核心的投资

决策机制，大幅提升了团队

积极性和决策灵活性。

在他的运筹帷幄下，中

梁地产2016年的业绩突飞猛

进，销售额实现翻倍增长。

18徐亮琼
中梁金融投资集团董事

长

翁志勇，男，1981年出生。

翁志勇自2007年硕士毕

业加入延华集团以来，围绕延

华集团智慧城市应用深化的

需求，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

发和产业化，创新智慧城市投

资运营模式，带领企业实现了

涵盖技术、产业、平台、服务的

一体化支撑体系。

在智慧城市推广应用方

面，翁志勇在行业内率先探

索“智城模式”：通过与全国

各大城市的地方国资联手组

建本地化的智慧城市服务和

运营企业，为各地搭建智慧

城市的建设与运营平台、投

融资平台、人才汇集平台和

产业链生态平台，并在多地

进行了成功实践。

19翁志勇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袁云龙，男，1974年出生。

袁云龙现任公司总裁，近

两年他带领公司探索出一条

“卓越绩效管理”的创新管理

模式，突出团队合作、系统管

理的绩效导向，形成了目标指

标体系的雏形，明确了“生物

技术”和“新能源”为重点的发

展方向。目前公司发展势头

良好，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

在袁云龙的带领下，上

海康鹏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

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

人企业；有2个项目被认定为

国家级火炬项目；有2个项目

被认定为上海市引进技术的

吸收与创新计划项目；11 项

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

“国际领先水平”。

20袁云龙
上海康鹏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