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东英（新奥股份）

金牛董秘(下)

2015年度金牛董秘

管理人 代码 简称

魏哲明 000813 天山纺织

徐俊 002043 兔 宝 宝

钟志刚 002047 宝鹰股份

李剑 002090 金智科技

罗华阳 002166 莱茵生物

龙麒 002261 拓维信息

汪加林 002430 杭氧股份

廖岗岩 002503 搜于特

冷雪峰 300006 莱美药业

肖廷良 300165 天瑞仪器

周安翔 300172 中电环保

徐亚丽 300348 长亮科技

贾飞龙 300351 永贵电器

谈正国 600335 国机汽车

谷子 600429 三元股份

陈越 600460 士兰微

刘勇 600559 老白干酒

龚圆 600674 川投能源

宋文宝 000530 大冷股份

何再权 600777 新潮实业

徐 秋 002516 旷达科技

汪国胜 002541 鸿路钢构

秋天 002717 岭南园林

朱德永 002362 汉王科技

朱晓刚 300233 金城医药

郭红飞 300260 新莱应材

顾韶辉 600038 中直股份

张瑞祥 600600 青岛啤酒

李忠军 600795 国电电力

黄爱军 601666 平煤股份

王春方 000488 晨鸣纸业

徐庆 603111 康尼机电

邓飞 002005 德豪润达

任伟 002111 威海广泰

梁倩 002267 陕天然气

王慧龙 002504 弘高创意

余玩丽 002711 欧浦智网

邱九辉 002722 金轮股份

宋侃 300224 正海磁材

刘敏 300318 博晖创新

叶爱民 300323 华灿光电

杨俊德 600572 康恩贝

吴士君 300015 爱尔眼科

吴徽荣 601566 九牧王

乐君杰 603606 东方电缆

吴亚兵 000561 烽火电子

瞿辉 000672 上峰水泥

沈晓炜 002648 卫星石化

郑超一 300181 佐力药业

罗 琅 300267 尔康制药

唐秀雷 300340 科恒股份

徐少璞 300379 东方通

唐敏 600101 明星电力

宁凯军 600143 金发科技

孙树怀 600333 长春燃气

刘新欢 600356 恒丰纸业

张亚光 600482 中国动力

夏亮 600645 中源协和

蒋伟 601018 宁波港

缪锡雷 601567 三星医疗

林辉璐 603456 九洲药业

郝军 002654 万润科技

田季英 002691 冀凯股份

金恺 002692 远程电缆

曹振海 300019 硅宝科技

朱魁文 300127 银河磁体

李臻 300341 麦迪电气

李桂萍 600190 锦州港

朱兆梅 600791 京能置业

李建雄 600428 中远航运

麻卫东 601929 吉视传媒

宋丽娟 603010 万盛股份

江永涛 002300 太阳电缆

刘新宇 600177 雅戈尔

郑亮 002619 巨龙管业

许丽秀 600330 天通股份

刘党旗 600537 亿晶光电

武强 600751 天海投资

李飚 600758 红阳能源

王桂珍 300211 亿通科技

吴年有 600745 中茵股份

李长春 601789 宁波建工

投资者关系优秀管理人

胡春荣（万里扬） 白星华（东诚药业） 田俊（一心堂） 宗韬（维尔利） 李好胜（掌趣科技） 余慧芳（日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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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风（江西铜业） 张小可（云煤能源） 任春晓（鹏博士） 于腾群（中国中铁） 齐靖（振华科技） 林金铸（中国武夷）

朱江英（传化股份） 迟海平（泰和新材） 黄征（杰赛科技） 于晓风（双成药业） 林德新（康芝药业） 陆廷洁（天玑科技）

梁瑶（扬杰科技） 侯伟（中葡股份） 王本（广汇汽车） 张春疆（新农开发） 邱子裕（山东黄金） 吴知新（洛阳玻璃）

许火耀（厦门钨业） 赵岳（中航动力） 杨晓英（中国重工） 冯育升（凯撒股份） 薛楠（珠海港） 陈绪运（风华高科）

张荣亮（中信国安） 向川（新希望） 施炳丰（全聚德） 陈兵（必康股份） 罗雁飞（新五丰） 郑康生（天顺风能）

李艳芳（新国都） 何东炯（拓尔思） 蒋悦（光一科技） 陆建平（天华超净） 周娟英（古越龙山） 张日辉（北方稀土）

陈丽娟（三峡水利） 邓炜（重庆啤酒） 张南（仙琚制药） 吴涤（中文传媒） 施卫东（中船防务） 赵双燕（华业资本）

邓永清（保税科技） 汤珊（科华恒盛）郭向东（广深铁路）

2015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工作

圆满落幕,中国证券报随即将开展“走进金牛

上市公司” 系列采访活动，并将隆重推出“金

牛上市公司” 、“金牛企业领袖” 、“金牛董

秘”等系列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