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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目标，主动担当，拼！
5日上午，在全市2021年工作总结暨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我市对2021年度优秀企业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予以表彰。10名

“2021年度烟台市功勋企业家”、40名“2021年度烟台市杰出企业家”、20名“2021年度烟台市创新先锋企业家”、10名“2021年度烟台市优秀青年企业家”
身披绶带、手捧奖牌，在热烈的掌声中依次登上领奖台接受表彰。

备受鼓舞的企业家们信心满怀、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头拱地、向前冲，拼尽全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以实际行动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奋力开创烟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实干担当 再创佳绩

这两块奖牌背后，是烟台市委、市政
府对烟台港的重视，也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对港产城融合发展成果的认可。奖牌不
单单是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我们会继续
努力，以实际行动当好烟台城市发展的

“金牌合伙人”，为烟台发展作出新贡献、
提供新动能。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城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三年来，我们借
助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优势，与烟台市政
府不断深化战略合作，港城关系越来越密
切、合作成果越来越丰硕，累计完成投资
126亿元。今年以来，港城融合发展的深
度和力度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4月22
日，我们与烟台市政府携手举行了总投资
超300亿元的山东港口港产城融合发展
（烟台）建成项目投产、新项目开工暨拟投
资项目签约仪式，三日之后的4月25日，
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推进港产城
融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擘画出烟台市

未来三年港产城融合发展的蓝图盛景，港
城互动实现了新跨越，为加快构建港城融
合发展新格局注入了强劲动力。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依托山东港口一
体化平台，深度践行“与烟台市委、市政府
关系更加密切、融入烟台发展大局程度更
加深入、对烟台经济增长贡献更加突出”
的理念，锚定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确定的任务目标，充分发挥港口枢
纽平台作用，放大港口的“磁吸”效应，与
烟台市委、市政府和各方合作伙伴携手构
建产业集群，全力促进贸易流通，着力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强港、国内
一流的临港产业发展高地和富有活力的
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实现港口、产
业、城市三位一体、共生共荣，全面助力烟
台建设更具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滨海城
市和现代海洋强市。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烟港宣 摄影报道

烟台市功勋企业家、山东港口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国田——

当好烟台城市发展的“金牌合伙人”

烟台市2021年工作总结暨优秀企业
家表彰大会，为双塔食品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鼓足了干劲、凝聚了共识，也更加坚定
了创新突破的信心和决心。2022年，双
塔食品将与烟台市委、市政府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聚焦豌豆产业链发展，牢固提
升蛋白、粉丝、纤维拳头产品优势，推动豌
豆精深加工产业向着智能化、科技化、高
质量发展。

强化创新驱动，全力谋划科技变革。
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的研发优势，继续与
孙宝国、任发政两位院士以及中国农业大
学等科研院校联合技术攻坚，掌控行业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技术升级、品质升级、产
品功能升级，以科技为引擎，强势推动行
业的全球战略布局，从过去的“跟着走”，
转变为“领头跑”。

做强项目建设，全力重塑产业变革。
公司将精心布局，通过瞄准产业链的高端
和前沿，在逆势中跑出产业延伸“加速

度”。继续推进山东省重大项目的建设，
争取早投产、早运行，为“建设全国乃至世
界知名的植物基名城”夯实基础。

加快智能转型，全力推进数字变革。
公司将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
度融合，做大做强“云平台”，小程序、数据
集抄、设备预警分析等系统的全面实施，
实现安全、质量、成本、环保为重点的数字
化运营，全面进入到数据驱动业务、促进
增长阶段。

坚持匠心品质，全力打造品牌变
革。龙口粉丝是烟台的金字招牌，双塔
食品将以传承初心、匠心品质，维护龙口
粉丝的品牌声誉，并着重推广有机粉丝
等高端产品，打造粉丝行业高端品质地
位；蛋白、淀粉、纤维产品也向着高端化、
精细化、定制化方向扩展和延伸，全面发
力高端食品市场，在国际高端食品产业
叫响双塔食品品牌。

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摄影报道

此次获得烟台市创新先锋企业家
荣誉称号，我非常振奋，倍感荣耀，这对
我是一种肯定和认可，更是一种鼓励和
鞭策。大会勾勒了今后烟台的城市发
展蓝图，特别是对今后工作的安排部署
更令人振奋，也坚定了我们以创新引领
发展的信心。

恒辉集团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自
2019年进军核电领域以来，在关键基础
部件方面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山东省“瞪
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
军。今年一季度，恒辉集团克服疫情不利
影响，积极拓展销售渠道，订单量同比增
长18%。进入4月份以来，生产和销售均
进入旺季，预计全年产值将达8亿元，同

比增长20%左右。
虽然荣誉在身，但企业没有停下前进

的步伐。大会提出的以创新领跑抢占动
能转换先机的要求，与我们企业的创新发
展理念不谋而合。恒辉节能集团将坚决
贯彻落实全市2021年工作总结暨优秀企
业家表彰大会精神，以此会议为契机，主
动担当，多做贡献，通过继续实施创新引
领战略，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在核电站汽
水分离再热器（MSR）高效换热管、换热
器、辐照加速器等核心领域再谋新突破，
并加速推进中核恒辉装备产业园项目，力
争今年上半年投产，为奋力开创烟台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贡献“恒辉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摄影报道

能够获得如此殊荣，我无比激动，
非常感谢各级党委政府给予的关怀和
帮助，我深知青年企业家的使命和责
任，将以此为契机，带领力凯科技的同
仁不断创新，奋发向前，为开发区、烟台
市乃至山东省的智能制造行业创新发
展贡献力量。

力凯数控自创业以来一直致力于高
端数控多线切割装备的国产化而努力，此
次获评“2021年度烟台市优秀青年企业
家”荣誉是认可，更是激励和鞭策。

作为青年企业家，我始终牢记使命，
带领研发团队先后成功研发了四大系列
近20余种高端数控多线切割装备，多项
关键技术突破国外封锁，填补国内市场空
白。企业先后荣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山东省
瞪羚企业等荣誉。力凯数控是超硬脆材
料领域的精密切割装备供应商，是国际精
密切割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广泛应用于
光伏材料、稀土材料、蓝宝石、半导体材料
等硬脆材料领域，并远销巴西、俄罗斯、日
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2年我们将紧跟各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继续奋斗前行，让力凯科技更上一层
楼，让力凯科技的产品更加精细化、智能
化、高端化，同时开启高端装备制造业能
力中心建设，带动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
群的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为助力黄渤海
新区打造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基地贡献力
量。

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摄影报道

烟台市杰出企业家、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君敏——

坚持创新突破，聚焦豌豆产业链发展
非常荣幸获得年度“烟台杰出企业家”

称号，这不仅是我个人荣誉，也是对泰和新
材发展成绩的肯定，更是催人奋进的动
力。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围绕市委市政
府“1+233”工作体系，大力推进“人才引
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改革和发展
两大主题，谋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新举措，努力建设成为行业领先、股东满
意、员工自豪、社会尊敬的领军企业，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是坚持主业发展不动摇。积极融
入“12335”建设格局，在烟台建设一个总
部基地和多个产业园区，围绕存量业务提
升、增量业务拓展、产业链条延伸三个方
面，实施规模、营收、利润“三轮倍增计
划”，做强、做大以氨纶、芳纶为主导的化
学纤维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成为全球芳纶
行业领导者、国际高性能纤维产业龙头企
业，助推烟台制造业强市建设。

二是坚持科技创新不动摇。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加快推进烟台先进高分子材
料研究院建设，形成“1个总部、1个研发中
心和多个联合实验室”的创新布局，逐步
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型领军企业的多层次创新体系，重点以
新材料领域“卡脖子”技术为重点，围绕智
能穿戴、绿色制造、信息通信、安全防护等
领域开拓新业务，成为全球新材料行业的
趋势引领者。

三是坚持人才引领不动摇。根据市
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改革要求，全面深
化国企改革，以入选国家“科改示范企业”
和建设烟台先进高分子材料研究院为契
机，持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选拔机制，
拓宽人才发展通道，形成吸引人、激励人、
成就人的良好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体系，助力
企业做大做强，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王丽娜 摄影报道

此次表彰大会的召开，充分体现出
市委、市政府对企业家队伍的重视和关
怀，也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荣获烟台市创新先锋企业家荣誉称号，
我们倍感振奋，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信
心。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盛华科技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把科技研发创新战
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盛华公司
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根本原因就是
科技创新。2019—2021 年公司研发的

“负性含氟液晶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被列为“山东省重大创新工程项目”，
并于2021年12月成功产业化。同时，公
司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紧追国外烷基溴

苯中间体材料前沿技术，攻坚克难，在自
主创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2021年烷基溴苯系列产品被评为“山
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这些都是
创新的结果，为我们今后应对行业竞争
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会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企业家是全社会的财富，这让我们倍感温
暖，今后的发展将更有冲劲和动力。今后
将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期望和厚爱，与
市委、市政府一道，头拱地，往前冲，大干
快干、拼命干务实干，快出成绩、出大成
绩，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大价值、
展现更大作为。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摄影报道

这次大会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
我市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我们
青年企业带头人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
怀。大会要求，“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
企业家群体，视企业家为亲人，把企业的
事当成自家事，关爱企业家、帮助企业家，
烟台与企业共生、共荣、共兴”，这让我们
倍感亲切和鼓舞。

尤其让我感动和振奋的是，会上对持
久钟表多年来深耕“时间服务”领域，全国
90%以上的机场、核电，80%以上的高铁、
地铁应用的都是“持久时间”等成绩点名
表扬。这更加坚定了持久钟表未来创新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持久钟表作为烟台本土企业，逐步成
长为全国同行业的领军企业，主要得益于

烟台这片适宜创新创业的沃土，得益于烟
台优质的营商环境，得益于市委、市政府
各级各部门的引领和支持。下一步持久
钟表将坚持创新驱动、坚守实业、聚焦主
业，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北斗应用”的重大
机遇，打造国际一流的时间服务综合运营
商，以更加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服务于航空
航天、轨道交通、核电电力、国防军工等国
家命脉领域，为国家命脉领域和重要部门
的安全有序运行作出新贡献。

此次获得“烟台市优秀青年企业家”
称号，既是肯定和荣誉，更是鼓励和鞭
策。今后，我一定再接再厉，继续带领持
久团队奋力拼搏，为中国时钟事业和烟台
经济社会的发展多作贡献。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摄影报道

烟台市创新先锋企业家、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邹立文——

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核动力”

烟台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春哲——

开启高端装备制造业能力中心建设

烟台市杰出企业家、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西全——

人才引领创新驱动，打造行业领军企业

烟台市创新先锋企业家、山东盛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作鹏——

大干快干展现更大作为

烟台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钰凯——

打造国际一流的时间服务综合运营商

刘国田

宋西全

参加这次市委、市政府对优秀企业家
的表彰，我感到非常振奋。我被授予“2021
年度烟台市功勋企业家”称号，也感到非常
幸运，这次表彰是对我们张裕公司全体员
工的表彰。大会提出，在今年这个特殊的
年份里，以拼字当头。今年正逢张裕创建
130周年，回去以后，我将动员公司上下认
真研究在疫情不断反复的形势下怎么样才
能稳住我们的发展势头，为我们党的二十
大献礼。张裕是全国的葡萄酒行业龙头企
业，我们烟台是国际葡萄酒城，作为头部企
业，我们要带好头。烟台正在开发区推进
烟台国际葡萄酒城的建设，公司将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为烟台“国际葡萄酒城”的金字招牌走向全
球贡献张裕的力量。

事实上，张裕2021年营收占国产葡
萄酒整体达到43.8%，而疫情前的2019
年，张裕营收占国产葡萄酒整体的35%。
逆风中前行，张裕在国内葡萄酒行业的龙

头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葡萄

酒行业为数不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我积
极建言献策、呼吁做大做强“中国葡萄
酒”IP。提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
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催发内生动
力；二要完善和强化农业扶持政策，很
大程度上政府的精准施策是农民和农
业企业的“定心丸”和“及时雨”。首先，
政府支持企业保底收购，农民才能持续
规模种植。其次，企业在政府的帮助
下，除了要投资引进机械化、智能化、数
字化的设备与技术，提高效率与质量，
还要持续加强宣传推介，打造知名品
牌，甚至发展文化旅游业，提升消费体
验。从农民种植、企业经营到推动消
费，每个环节都做好了，产业才能循环，
乡村才能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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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烟台葡萄酒走向全球贡献“张裕力量”

周洪江

杨君敏

王作鹏 邹立文

孙钰凯 吕春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