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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表彰隆重表彰
赵 军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蒋张水 浙江天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 刚 绍兴华彬石化有限公司
孙永根 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
陈永潮 浙江永盛科技有限公司
洪诗得 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徐茂根 绍兴远东热电有限公司
傅双利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寅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傅见林 绍兴盛鑫印染有限公司
林如纳 绍兴洁彩坊印染有限公司
俞杏英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季国苗 绍兴圣苗针纺有限公司
陈宇鸣 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虞宝木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郑华东 绍兴华夏印染有限公司

陆兴江 绍兴华星丝织印染有限公司
吴永福 浙江德欧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邹妙琴 浙江金典印染有限公司
包海英 绍兴英吉利印染有限公司
肖子良 浙江稽山印染有限公司
朱玉美 浙江嘉华印染有限公司
肖炳炎 浙江新三印印染有限公司
梅兆林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王 旗 浙江雅琪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张新标 绍兴伽瑞印染有限公司
沈建祥 绍兴金祥惠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丁德仁 绍兴塞特印染有限公司
徐卫东 浙江东盛印染有限公司
徐华良 浙江盛兴染整有限公司
屠庆堂 绍兴柯桥天宇印染有限公司
李海林 绍兴市南洋染织有限公司
郭汉洲 绍兴宝庆印染有限公司
张红卫 绍兴荣晟印染有限公司
唐少军 绍兴士林印染有限公司
周松祥 浙江华宇纸业有限公司
夏 忠 绍兴百丽恒印染有限公司
陆金根 浙江绍兴中环印染有限公司
杨建强 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
钱柏云 绍兴超超染整有限公司
陈茂兴 绍兴金牡印染有限公司
章国荣 浙江华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李传海 绍兴海通印染有限公司
秦芬娟 绍兴中漂印染有限公司
张志刚 绍兴市东方时代印染有限公司
王华明 浙江乐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赵海锋 浙江维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天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华彬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永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绍兴远东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盛鑫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洁彩坊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圣苗针纺有限公司

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华夏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

浙江兴日铁金属薄板有限公司

绍兴远鼎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日月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恒晨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新舒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中大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绍肖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大昌德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创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华晨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通盛印染有限公司

2019年度经济发展金马奖

2019年度经济发展银马奖

2019年度经济发展先进单位

经济发展特别贡献企业（16家）

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共62家）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屹男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天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立信鼎乘智能仓储有限公司

浙江紫竹梅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昕欣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苏泊尔厨卫电器有限公司

集聚区“八路消防”印染企业

（众诚印染、育达纺染、中环印染、

高温印染、绿洲印染、佳宇兴腾、

和兴印染、兴隆染织)

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新益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双冠染料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天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明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舒美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海虹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怡中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大拓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南燕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华越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耀沃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中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萧南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飞凡实业有限公司

优胜企业（共55家）

绍兴市柯桥区众诚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宝庆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中环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荣晟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塞特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士林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东盛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舒美针织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天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恒利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星发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大拓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高温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嘉业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市高峰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国泰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彩虹庄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华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新三印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南燕染整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52家）

绍兴康福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凯迪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迷妮家纺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园（3家）

浙江大众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宇叶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博成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致同能源有限公司

绍兴蕾兰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大行加油站有限公司

浙江留香之家露营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服务企业（7家）

工业投入优胜企业（10家）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凯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博成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嘉业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进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金祥惠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天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出口优胜企业（10家）

浙江滨康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长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鸿程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兴明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环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优秀成长型企业（15家）

绍兴华彬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梅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海成化工有限公司

精功（绍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重才爱才先进单位（4家）

和谐发展优胜企业（16家）

绍兴泽平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紫竹梅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大鱼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屹男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嘉华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伽瑞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富强宏泰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科盛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三印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超超染整有限公司

绍兴永通印花有限公司

浙江越甲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稽山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金祥惠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正统钢业有限公司

浙江雅琪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盛兴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金典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力博科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爱利斯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众华家纺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禾盛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业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海滨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华星丝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东进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海通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天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百丽恒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国泰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市南洋染织有限公司

绍兴舒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港染织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金牡印染有限公司

派出所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环保所 市场监督管理所 教育党委

绍兴中心医院马鞍分院

2019年度主任奖

谢 兵 浙江震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成旺 绍兴昌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洪水根 新海社区党委书记

郁月娥 长虹闸村党总支书记

胡文旗 派出所民警

交警中队

2019年度先进党组织

亭山桥村党总支 湖安村党总支 国庆村党委

寺桥村党委 童家塔村党总支 山外村党总支

新海社区党委 飞跃闸村党总支 天圣控股集团党委

精业新兴材料党支部

2019年度乡村振兴先进单位

宝善桥村 湖安村 大鱼山村 镜海社区 长虹闸村

2019年度优秀村干部

韩国富 陈达峰 童绍君 王海洋 易丽雅

屠关夫 王国培 孙海根

2019年度先进基层站所

工业企业（52家）
2019年度印染龙虎榜企业

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盛鑫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伽瑞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百丽恒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英吉利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华星丝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金祥惠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市东方时代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中漂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洁彩坊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嘉华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勇舜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海通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振拓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圣苗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华夏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金典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金牡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龙榜企业（20家）

印染虎榜企业（20家）

2019年度“最美河长”

徐华良 宋东海 余君杰 樊利安 吴金良 林汝祥

2019年度“最美马鞍人”

陈冬梅 张国仙 沈小彩 李卫鸣 李 燕

吴建国 阮根祥 万德忠 赵春磊 倪张富

陆文龙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印染有限公司
杨江军 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邵国炎 绍兴国泰印染有限公司
平建锋 绍兴市柯桥区振拓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度经济发展银马奖

绍兴柯桥欧利助剂有限公司

绍兴华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浙江华纳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雅琪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森田换热器有限公司

浙江普天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绍兴阿太克生活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震东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正乔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成长型企业（15家）

坚持奋斗发展超越 坚守工业实业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