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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股份以推动低碳能源转

型、建设绿能世界为使命，以客户

为中心， 坚守稳健可靠的价值理

念，坚持创新驱动，做客户、员工、

股东、合作伙伴及全社会信赖的光

伏企业。

隆基股份董事长 钟宝申

我们会护航参与全球药品的

研发和生产， 用持续的技术创新，

做全球新药研发生产的合伙人，延

长生命的长度与质量。 相信未来

20

年，将是属于工艺的时代！

凯莱英董事长 洪浩

十年弹指一挥间， 初心不改仍

少年。未来，三七互娱将一如既往地

贯彻马拉松式的创业精神， 以坚实

的步伐把握好时代趋势赋予的机

会，力争成为“超一流” 游戏厂商。

三七互娱董事长 李卫伟

健帆人将继续艰苦奋斗，将健

帆打造成独有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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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多位一体的血液净

化全价值链，为成为“世界一流的

高科技医疗技术企业集团”的企业

愿景奠定基础。

健帆生物董事长 董凡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保障企业

持续发展、 保障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基础。企业先要做强，然后再是

做大，关键要做长，做健康的百年

企业。

老板电器董事长 任建华

康弘药业历经二十余年，始终

秉承以“专业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的发展理念，在生物药、中成药、化

学药等领域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 愿我们携手同行，

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康弘药业总裁 柯潇

盈趣科技始终以科技创新推

动中国制造的发展为己任，相信在

全体盈趣人的努力下，盈趣科技定

将擎起智能制造的旗帜，成为中国

“工业互联网”和“民用物联网”的

领导者。

盈趣科技董事长 林松华

海格通信将坚持“高端高科技

制造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的战略

定位，走“科技

+

文化”发展之路，朝

着“我们的征途是银河天路”的伟

大梦想迈进！

海格通信董事长 杨海洲

晶方科技成立

15

年， 秉承执

着、务实、创新、共赢的理念，一步

步成长为全球传感器领域先进封

装技术的引领者与市场龙头。 我们

不忘初心，未来将以优异的业绩回

报客户、回报投资者。

晶方科技董事长 王蔚

2020

年，注册制和科创板落地

实施，证券法修订，创业板改革，一

系列重要举措推动资本市场不断

完善。 展望未来，资本市场发展潜

力巨大，我们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迎

来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机遇！

蓝帆医疗董事长 刘文静

吉林敖东将不忘初心，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秉持“工匠”精神严格

产品质量管理， 不断提升药品质

量，对产品精益求精，使每一种药、

每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

吉林敖东总经理 郭淑芹

在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大背景下，公司将

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前瞻

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特别是在

化工新材料方面，为加快推进国产

化替代做出应有贡献。

昊华科技董事长 胡冬晨

普利制药立足海南

20

多年，将

始终致力于全球患者， 持续为国

内、 国际提供具有治疗价值的药

品，为海南、国家、民族医药的国际

化做出贡献！

普利制药董事长 范敏华

精益求精， 以品质发展为核

心，引跑健康中国。

德展健康董事长 张湧

益生股份将以“益天下黎民，生

万物种源” 的博大胸怀和 “无我做

人，用心做事”的作风，为中国畜牧

种源的发展贡献力量。

益生股份董事长 曹积生

技术驱动厚积薄发，资本助力

如虎添翼。 公司成功地开创了盐湖

提锂的大规模产业化， 在超纯水、

核电、生命科学等应用领域持续发

力，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为国

家产业安全贡献“蓝晓力量”！

蓝晓科技总经理 寇晓康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一体两

翼”发展战略，在坚守中药制药主

业的同时，积极拓展大健康及生物

制药产业，持续打造“百年三金、百

亿三金”。

桂林三金董事长 邹节明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 创新铸就梦想，沟通创造价

值，合作引领未来，会畅通讯与您

携手共进，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会畅通讯总经理 路路

在新时期，广誉远将持续推进

“全产业链打造高品质中药”战略，

成为以中医药文化体验和中医药

服务为两翼，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中

医健康解决方案、高品质产品和服

务的综合提供商。

广誉远董事长 张斌

守正创新，极致产品，让人类

充分享受健康的快乐。

江中药业董事长 卢小青

做精基础零件， 做响民族品

牌！

朗博科技董事长 戚建国

中国证券报“金牛奖”作为中

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奖项，我

们十分珍惜这个奖项。 金牛奖将鼓

舞新天人继续奋发努力，用良好的

业绩和稳定的现金分红来回报投

资者。

新天科技董事长 费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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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金牛奖”见证了中

国资本市场和化工行业的成长历

程，记录了许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

场上的卓越表现。 衷心祝愿中国证

券报与中盐化工在走进新时代迈

向新征程中共成长。

中盐化工董事长 李德禄

祝愿中国资本市场健康持续

发展，优秀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发展

壮大。 同时，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

以来对炼石航空的支持，也祝愿炼

石航空未来在新的行业领域实现

腾飞，以优秀业绩回报投资者。

炼石航空董事长 张政

向善而为，共益共生。 做资本

市场合规经营的坚守者、价值投资

的践行者、 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始

终追求高质量和有意义的盈利。

金石资源董事长 王锦华

创新驱动是当今世界的主旋

律，比肩“全球新”，中国的创新药

企业任重道远。 康辰药业愿与中国

的创新药企业一道， 不断进取，用

生命科学呵护人类健康。

康辰药业董事长 王锡娟

我们将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作为一种使命追求，专心专注开发

好煤基能源和煤基化学品新技术；

将根植航天技术， 浸润能源化工，

秉持绿色发展， 感恩自然馈赠，让

人类共沐“煤”好生活。

航天工程董事长 唐国宏

器大者声必闳， 志高者意必

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

经纬辉开董事长 陈建波

金牛企业领袖奖评选为中国

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为行业指明

了发展方向。 未来，公司将以“立足

精准检测，追求身心健康”为企业

使命，努力成为全国健康领域的一

流医药企业。

北陆药业董事长 王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了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新动能、

新活力。 三一重工将努力成为智

能制造先驱，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迈

向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三一重工董事长 梁稳根

温氏股份诚挚希望继续与社

会各界携手共进，为乡村振兴不懈

努力，努力为中国三农发展添砖加

瓦，齐创美满生活。

温氏股份董事长 温志芬

北方华创以发展中国集成电

路高端装备为己任，携手全球合作

伙伴，聚力同心，开拓进取，共创中

国美好“芯”未来！

北方华创董事长 赵晋荣

行稳致远方能厚积薄发，未

来，兆易创新将进一步加强创“芯”

实力， 汇入科技产业的璀璨阵列，

共同点亮中国“芯”未来。

兆易创新董事长 朱一明

数字建筑平台是未来建筑行

业的新型基础建设，“利他之心”是

平台形成的基础。 广联达始终致力

于成为数字建筑平台服务商。

广联达董事长 刁志中

中航沈飞有传承、 可信赖，有

使命、可期待，坚守航空报国初心，

笃行航空强国使命，践行强军兴装

首责， 以高质量发展回报股东、回

馈社会！

中航沈飞董事长 钱雪松

南山铝业秉承“创新驱动、高

端制造、精深加工”的发展战略，

形成了“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产业

链优势， 在兼顾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通过自主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

争力。

南山铝业总经理 吕正风

金牛奖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

的成长，奥普光电获得“金牛领袖”

让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 在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当下和未来，愿奥普光

电和金牛共成长。

奥普光电总经理 高劲松

让每个人享受到便捷优质的

医疗健康服务。 健康事业，在明

明德。

明德生物董事长 陈莉莉

为人们提供无菌、无污染、近大

自然的“健康空气”是金海高科的最

大竞争优势和社会价值所在。未来，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力，为

社会和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金海环境总裁 丁伊可

未来，盘龙药业将继续坚持以

高质量发展为己任，致力于“打造

中华风湿骨伤药物领导品牌，做中

国骨科专家”， 积极推动祖国医药

事业取得新成就、新突破。

盘龙药业董事长 谢晓林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