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日用杂品行业

突出贡献人物主要贡献

（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 制伞 王奇伟 董事长 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王奇伟，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天堂

伞业公司创建于 1984 年初，王奇伟是创始人之一。王奇伟认真贯彻

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创新 再创新”的经营理念，领导企业完成了

家族型体制改革、经营体制创新、二次创业、全国市场大整合等战略

运作。他规划和组织生产基地建设、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智能化生

产设计等技术创新项目，建立了覆盖全国市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他

坚持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建立了浙江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认可实验室等研发机构，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伞骨一次成型、

伞面裁剪、多套色丝印、注塑配件、机械缝伞、折伞等 11 条自动化

生产线，天堂伞主要工序已实现智能化生产，被工信部授予“全国质

量标杆”。

公司通过自主创新，至今已获国家专利 3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36

项。王奇伟关心行业发展，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为行业共享，其中“一

种晴雨伞的淋雨试验装置及方法”和“一种晴雨伞的试验装置”两项

专利已转化为国家标准。他积极支持行业标准化建设，参加了 47 项

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其中 23项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

王奇伟精心培育的“天堂”品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伞文

化和浙商文化精神，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代表。2003 年天堂伞被国家



主

要

贡

献

质监总局授予“中国名牌”称号，2006 年天堂商标被国家工商管理局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王奇伟高度重视经营道德，以德治企，行稳致远，认真践行核心

价值观，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他在担任第三届制伞专委会会长期间，

大力推进内地与港台企业技术交流合作，弘扬中国伞文化，为推动行

业创新发展、推动行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奇伟领导的天堂伞业经过 36 年的发展，在品牌培育、技术创

新、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拥有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连续 10 年名列中国轻工业—日用杂品行业十强企业第一位，成为制

伞行业公认的龙头企业和优秀代表。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 衣架 毛维亮 董事长 桂林毛嘉工艺品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毛维亮,桂林毛嘉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前身为华丰公司

创建于 1993 年。1999 年，公司销售突破了 1000 万元，其中出口占总

销售额的 60%左右。毛维亮在公司建成了荔浦市第一个电镀工业区,形

成了荔浦衣架生产完整的产业链。在毛维亮的影响和带动下，广西荔

浦市小五金行业迅速发展，截至到目前多达 46 家。毛维亮关注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要在市内进

行集中处理的建议，得到了荔浦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该项

目已开工建设。他还提出在园区内企业将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建议，

很快被相关部门采纳并付诸实施，到 2019 年已有 13 家小五金企业完

成了生活污水集中排放集中处理工程，得到了市环保部门的认可。公

司研制的铝氧化衣架、PVC 浸塑防滑衣架、木衣架植绒衣架加工设备

在行业中广泛使用。2018 年公司销售收入 10100 万元 、利润 660 万

元、上缴税金 701 万元、出口创汇 896 万美元，排在广西荔浦衣架企

业销售收入第二。公司生产的毛嘉牌铝制衣架、铁艺浸塑衣架、铁艺

衣架、木制衣架被广西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授予 “广西名牌产品”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3 杯壶 吕 强 董事长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吕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前身浙

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创建于1996年。20多年来,公司始终专注于日

用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凭着“专心、专

注、专业”的工匠精神，坚守制造业，坚持创新，在打造民族品牌，

铸就百年企业的征程上，把小杯子做出了大市场，产品远销全球80多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不锈钢保温杯制造商

之一。公司于2011年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成为我国杯壶行业唯

一A股上市的企业。2016年，公司成功收购瑞士百年品牌SIGG，是我

国杯壶行业第一个收购国际品牌的企业。哈尔斯品牌成功入选G20杭

州峰会官方杯壶礼品。吕强在担任杯壶分会第三届会长期间，注重行

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倡导自律、创新、共赢的市场环境，以“共享行

业资源、共赢行业未来”的理念引领杯壶分会发展，为行业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4 制伞 吕苗芬 董事长
浙江友谊菲诺伞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吕苗芬，浙江友谊菲诺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8 年任上

虞县联海伞厂厂长，1995 年创办了浙江友谊菲诺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她从事制伞行业 30 余载，凭借勤奋、执着，以“品质、效率”作为

发展理念，从 OEM 到 ODM、OBM，从单一晴雨伞生产到将“伞”打造成

为承载功能、时尚、信息、公益为一体，将一个家庭作坊发展成为规

模化企业。公司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自主研发自动化设备，促进

发展转型，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持续快速增长，已稳步进入行业前

列。公司是全国制伞行业中唯一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海世博

会、新加坡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特许商品生产商，也是中国上海亚信

峰会指定制伞单位。2004 年菲诺牌晴雨伞被浙江省质监局授予“浙江

名牌产品”称号，2013 年“FEINUO 及图”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6 年吕苗芬获得全国妇联的“全国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5
卫生杀虫

用品
刘荣富 董事长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刘荣富，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前

身彩虹电热器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983 年刘荣富率先在电热器厂实

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破除“大锅饭”，带领员工将资产不及 30 万元、

利润不及 3 万元的集体企业起死回生，当年 10 月即扭亏为盈，资产

增长到 140 万元，第二年实现产值 350 万元，利润 25 万元。他大力

调整产品结构，提出了“小产品，大市场”的市场策略。1993 年以电

热器厂为主体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出任总经理兼董事长。改制股份制

企业，他大力推行现代化企业制度，通过独资创立、合资合作、兼并

收购等多种发展模式建立了五个卫生杀虫用品行业相关分（子）公

司，向集团化多元化发展，形成近百种产品系列，公司卫生杀虫产品

的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2006 年彩虹牌电热蚊香片被国家质

检总局授予“中国名牌产品”。

刘荣富坚持实行“厂务公开，民主议事”，2003 年为调动员工积

极性和创造性，制定“改制方案”，对企业全部资产实施量化到个

人，全体职工成为股东，近年来公司保持了年 7%的增长率，实现了稳

步发展。刘荣富以坚定不移的改革信念，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提高经济

效益为目标，带领每一位员工为企业发展而拼搏奋斗，始终把职工利

益放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刘荣富是党的十

八大代表，2016 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018 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6 喷雾泵 孙秉忠 董事长 无锡圣马科技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孙秉忠，无锡圣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3 年创建

无锡圣马公司。孙秉忠带领公司从一个租厂房开始起步的小企业发展

成为资产 7 亿多元的喷雾泵行业龙头企业。2007 年在新加坡挂牌上

市。他坚持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企业每年科技开发经费占当年销售

额的 5％以上，并与江南大学合作实施新产品开发项目，进行技术攻

关。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药用铝制微型喷雾罐、万向泵、无球型喷雾

泵等产品因具有多种新颖特点，填补了国内空白，可替代进口，获得

国家创新基金奖励。公司在行业率先实施 ERP 信息化管理，引进先进

技术研制自动化装配机械，开创全国喷雾泵组装自动化先河，使企业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得到了新的飞跃。2018 年企业全年生产各类喷

雾泵（阀）达到 70000 万只，销售实现 40000 万元，其中香水喷雾泵

销量为全国同行业第一。2007 年孙秉忠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轻工

行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他牵头筹备组建喷雾泵分会，并担任第一

届会长，积极推动行业发展。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7 制香 杨金庆 董事长
河北古城香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杨金庆，河北古城香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2 年他组

织 5 户农民创办了保定古城工艺香厂，2001 年 12 月，企业改制成为

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7 月，该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率先实现全

国同制香行业上市“零”的突破，现公司已发展为全国及亚洲规模最

大的制香企业。1985 年公司成立技术研究所，先后研制成功“新型环

保无烟蚊香”、“显现工艺香”和“空气清新香”，填补了国内制香行

业空白，促进了产品的升级换代。1992 年研制成功的线香机械—新型

液压排条机，创新了线香新工艺，提高了线香生产效率，并在全国行

业中普及应用，促进了行业工艺技术的创新升级。1994 年研制成功机

制竹脚香机，并推广到广东和四川应用，现已发展到第八代机制设

备，促进竹棒香产品的更新换代。1998 年创办了植物粘合剂新材料试

验田，创新研发野芙蓉中药植物粘合剂种植新材料，为行业推广应用

林木粘粉资源换代做好准备。2004 年古城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2013 年菩提商标被国家最高法院裁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2010 年建立了保定香文化体验的香道馆，开展香文化研究

和香文化培训活动，为在国内外推动、弘扬中国香文化做出贡献。

2009 年，杨金庆牵头筹备组建了制香分会和全国家用卫生杀虫用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燃香产品分技术委员会，并担任香业分会第二届会

长，为推动行业标准化工作、为推动制香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8
刷类及清洁

用具
李爱良 董事长 宁波伊司达洁具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李爱良，宁波伊司达洁具有限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始创于

1988 年，是我国生产清洁用具较早的企业。公司产品销售遍及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公司

参与制定了《清洁刷 地刷》、《纱线平地拖》等行业标准。2018 年

公司销售收入 35464 万元、利润 802 万元、上缴税金 738 万元、出口

创汇 2680 美元。公司积极参与社会爱心活动，这些年来共资助 8 所

贫困地区的小学和幼儿园，共计投资 200 多万元；为困难家庭的大学

生捐助学费 360 多人，投资 300 多万元。公司于 2007 年和 2009 年分

别被浙江省总工会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十大关爱民工好企

业”和“宁波慈善奖（特别荣誉奖）”等荣誉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9 衣架 李敏遒 董事长
桂林俏天下家居用品集团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李敏遒，桂林俏天下家居用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创办

于 1996 年。李敏遒按照 “先进”“高品质”“高知名度”的思路谋划

衣架行业的品牌发展，采用行业领先的衣架成型技术、抛光技术和自

动化喷漆技术，2010 年俏天下公司成为衣架行业首个以自有品牌大规

模进驻国内各连锁超市的生产企业，当时市场占有率达 8%以上。2008

年至 2014 年，李敏遒召集了荔浦 6 家规模较大的衣架企业，以公司

企业标准为蓝本，起草了《木制衣架》、《浸塑衣架》、《植绒衣架》等

八大衣架系列行业标准。2019 年，李敏遒在公司设立衣架行业首个

“扶贫车间”，目前“俏天下公司扶贫车间”建筑面积约 8600 平方

米，车间吸纳就业 420 人。扶贫车间引导困难群众以技脱贫、以劳脱

贫，改善了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为衣架企业做

了表率。20 多年来，公司在公益事业投入 300 万元。2018 年公司销

售收入 7955 万元、利润 436.5 万元 、上缴税金 394 万元、出口创

汇 500 万美元，在广西荔浦衣架企业销售收入排名第三。公司生产的

居美工艺牌铁艺发泡管衣架和木衣架被广西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分

别于 2007 年、2008 年授予 “广西名牌产品”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0 杯壶 吴秀杰 董事长
安徽省富光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吴秀杰，安徽富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前身三河塑

料配件厂创办于 1984 年。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发

展成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集科工贸于一体、多元化经营的大型杯壶

制品生产企业。富光注重提升自身的研发设计能力，先后获省认定的

企业技术中心、省工业设计中心，近年来累计固定资产投入近亿元，

用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和设备升级，2018 年平均日产能力较 2017 年

提升 30%。公司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动“产学研用”结合。

2003 年富光牌口杯被安徽省技术监督局授予“安徽名牌产品”称号，

2008 年“富光及图”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5 年吴秀杰率先提出组建口杯专业委员会，并连续担任第一、二届

主任委员，为推动口杯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1 杯壶 张 斌 总经理
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张斌，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创建于

1991 年，是杯壶行业较早发展起来的企业之一，张斌是创始人之一。

28年来，他坚持“思于勤、乐于行、得于道”的文化理念和“纪律、

责任、创新”的管理理念，始终专注于杯壶行业的产品创新、管理创

新、品牌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他通过“建立数据中心”、“减少返

工率”等 20 个管理项目的实施，推动企业成功由传统粗放型管理模

式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通过装配流水线、转盘检测线、修边、焊

接工艺、抛光等自动化工艺改进，实现减员增效，生产效率提升

28%。通过节能减排，每万元产值消耗标煤下降 0.06%。公司在产品研

发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每年推出新产品达 20 多个。2012 年被国家工

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产品连续十多年荣获“上海名

牌”。思乐得设计的能指路的野营水壶 2016 年荣获国际“iF”设计

奖；2017 年乐尚壶、乐致壶荣获德国“红点奖”；2018 年全钢法压

壶荣获国际“iF”设计奖，并荣获美国工业设计优秀奖。思乐得的杯

壶产品已成为我国杯壶行业的知名品牌。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2 牙刷 张文生 董事长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张文生，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7 年创建扬州明

星牙刷有限公司，2016 年改制后更名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从创建之初单一牙刷生产加工的小微企业成为涵盖多

系列口腔清洁护理用品的集团公司，生产规模及出口规模处于行业内

领先地位。公司于 2018 年成功登陆了 A 股资本市场，成为国内牙刷

行业唯一上市的企业。张文生始终注重产品的研发，以产品品质作为

企业的生命线。2018 年经江苏省批准成立了江苏省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牙刷模具领域取得多项高新技术产品认证。

2013 年公司建立了经 CNAS 认证的研发检测中心。每年投入 800 多万

元用于牙刷等产品的技术开发，近两年开发了整束、电动等牙刷产

品。2014 年担任牙刷分会第二届会长。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3
卫生杀虫

用品
张华安 董事长

福建省金鹿日化股份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张华安，福建省金鹿日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1 年创建金

鹿公司。张华安凭借刻苦拼搏精神，历经 38 年把企业从一个小厂发

展成为九个分公司再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现已成为拥有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的集团公司，成为当地纳税大户，累积上缴税额数亿元。他坚持

科技创新理念，在集团设立卫生杀虫用品研究所亲自担任所长。1995

年研发的灭蟑螂香获“轻工部优秀新产品二等奖”；2002 年金鹿商标

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6 年金鹿牌盘

香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中国名牌产品”。公司设立“张华安劳模创

新工作室”，相继推出驱蚊霜、智能家居灭蚊装置、智能化无电驱蚊

装置等新产品。目前金鹿产品形成 8 大系列 35 个品种。

张华安热心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在公司设立了“张华安助

学基金”，17 年来坚持捐资数百万。张华安是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

表、1991 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

秀经营管理者”称号、1995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4
卫生杀虫

用品
陈凯旋 董事长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陈凯旋，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4 年陈凯旋董

事长带领创业团队创建了该公司。2003 年起，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远

离蚊媒疾病的困扰，陈凯旋领导研发团队苦心研发，相继创立了卫生

杀虫用品品牌超威和贝贝健，致力于卫生杀虫行业的健康、稳定、科

学、有序、可持续发展，并不断推陈出新，推出安全、环保、有效的

卫生杀虫产品，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杀虫产品需求。目前立

白集团已经成为家用卫生杀虫用品行业领先企业，超威、贝贝健品牌

成为我国家卫行业知名品牌，产品产销量稳居国内市场前列。2006 年

陈凯旋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人事部、国家工商总局及全

国工商联五部委授予“第二届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5 喷雾泵 林添大 董事长 中山市联昌喷雾泵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林添大，中山市联昌喷雾泵有限公司董事长。1997 年在广东中

山创建中山联昌喷雾泵有限公司，成为行业内最早的喷雾泵企业。林

添大积极推进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以资产关系为纽

带，形成母子公司体制。2006 年创办联昌苏州工厂；2015 年创办联

昌泰国工厂。截止 2018 年，全集团资产总额近 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销售额 23 亿元，净利 1.8 亿元，年纳税总额超过 1000 万元以

上，是喷雾泵行业产销规模第一的企业。林添大坚持“技术领先,开

拓创新”企业发展模式，着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重点研究

塑料日化包装行业共性的新产品、新工艺、设备的研发，每年用于研

发的资金投入近 1500 万元，并建立了面积 3000 平方米企业研发中心

和研发团队，在行业内首批通过 BRC(欧盟)产品安全认证。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6 制香 林清海 董事长
永春县达埔联发香业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林清海，联发香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永春县香制品同业公

会会长。2001 年创办福建永春县达埔联发香业有限公司。他从事香制

品生产和研发长达 40 年，研发出 500 多种香品，其中安神香、醒神

香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安神香还被认定为泉州市伴手礼。2015 年“联

发图案牌永春蔑香”被福建省政府授予“福建名牌产品”称号。他注

重发挥同业公会的作用，带领永春制香企业抱团发展，引领制香企业

转型升级，促进永春香产业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从

传统朝拜用品向养生保健文化礼品转变。林清海曾荣获福建十大杰出

质量人、泉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http://www.haosou.com/s?q=%E9%AB%98%E9%99%84%E5%8A%A0%E5%80%BC%E4%BA%A7%E4%B8%9A&ie=utf-8&src=wenda_link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7
刷类及清洁

用具
林德元 董事长 宁波兴宝华刷业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林德元，宁波兴宝华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创办于 1989

年。1994 年兴宝华与德国 OSBORN 集团的合资，成为中国第一家和世

界 500 强企业合资的工业刷企业。公司开发出适用于钢、铜、铝、不

锈钢等冶金行业系列辊刷，在使用寿命、产品精度、生产效率等各方

面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售价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 50%。公

司联合世界排名第一的德国 WOHLER 专业刷机制造商，共同开发出世

界第一台全自动组装机、第一台全自动扭丝机，无论是产品质量、生

产效率均优于国外同类设备。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公司生产的工业

刷在冶金、航天、高铁、军工、汽车、家电、造船、光伏、纺织、建

材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实现了清洗、抛光、吸水、挤油、去毛刺、

防尘、去污、除锈的全作业过程。公司产品 15 大系列 2000 多个品

种。2018 年公司销售收入 13680 万元，利润 1910 万元，上缴税金

632 万元，出口创汇 1302 万美元，在国内工业刷行业里销售额排名第

一。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8 喷雾泵 杭建平 总经理 宁波金雨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杭建平，浙江金雨集团公司总经理，1995 年创建宁波金雨日用

品有限公司。公司在杭建平带领下一直专注于产品及模具研发领域，

经 20 多年发展成集多家全资公司为一体的集团型企业。2018 年，集

团公司销售额近 5 亿元，是浙江省最大的喷雾泵生产企业，喷雾泵行

业技术开发的带头人之一。

杭建平一贯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人才培育，企业每年投放的

研发经费占当年销售额的 8％以上。他深入生产一线亲自实践，与职

工结对，传、帮、带，并以请进来送出去，培训学习，为企业培养造

就一批科技人才。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浙江大学等

科研机构联合研发的带二次顶出脱模的注塑模具、内螺纹旋转出模具

等新产品开发项目进行技术攻关。近年来，企业已有挤压泵、按压式

定量泵等近百个产品获得国家专利，自行研制开发的新型乳液泵、瓶

盖打磨设备已替代进口。杭建平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慈善事业和党建

工作，共在各类慈善项目中捐助三百余万元。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19
卫生杀虫

用品
郑世武 董事长 浙江正点实业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郑世武，浙江正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 年创建浙江正点

公司。2005 年 5 月在广西桂林设立桂林正点公司，使公司卫生杀虫产

品产能得到了快速增长，在原基础上翻番，达到年产 4000 万箱蚊

香。郑世武多年来一直以“注重小细节，追求零缺陷”为宗旨，建立

企业质量检验中心，负责产品生产全程质量监控，蚊香的脱圈性、抗

折力高于同行业水平。公司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5.2 亿元，上缴税

额 2435 万元，连续多年获得武义县“纳税大户”称号。在做强企业

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回馈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扶贫帮困，

历年捐资百万余元。2013 年“正点及图”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3 年，郑世武荣获金华市优秀企业经营

者。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0
卫生杀虫

用品
骆建华 董事长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骆建华，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前身为 1982

年创建的中山市明天（集团）公司，以电热驱蚊器起家。1997 年成立

中山榄菊日用制品有限公司，骆建华出任总裁兼董事长，2006 年更名

为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在骆建华带领下，榄菊公司从一个步

履维艰的乡镇企业成长为中国卫生杀虫用品行业的品牌企业。骆建华

始终秉持以产品创新推动企业发展的理念，分别在 2007 年和 2013 年

设立了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公司提出了“以科技护

卫家居健康”的全新理念，通过对产品的改良创新和对产品概念进行

重塑，引导消费者逐渐消除了对蚊香等产品的认识误区，推出了无烟

黑蚊香，在国际刊物《室内空气》发布了对不同基料蚊香燃烧释放物

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报告，努力改变人们对消杀行业产品的固化印

象。2006 年榄菊牌盘香、杀虫气雾剂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中国名牌

产品”。骆建华在对市场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创立了“深度分

销”的全新营销模式，构建起一个庞大、扁平的销售网络，并遵循

“先有市场再有工厂”的原则，先后在中山阜沙、中山小榄、重庆、

江西、安徽等地设立了六大生产基地。他曾担任第二届卫生杀虫用品

分会会长，为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1 制伞 徐 君 董事长 江西大地走红伞业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徐君，江西大地走红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94 年，他从万年

县梓埠镇制作伞架起家，1998 年在义乌市创办了“义乌华阳制伞厂”

（义乌大地走红伞厂前身），2007 年建立江西大地走红伞业有限公

司。经过 25 年来的发展，企业已成为拥有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制伞企业。公司重视新产品开发，2007 年以

前，我国传统制伞的伞骨均为铁制，需要电镀，而且遇水易生锈。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徐君提出用玻璃纤维替换铁制伞骨，不仅解决了伞

骨生锈问题，还利用再生资源，减轻伞的重量，方便使用者携带。对

于传统伞尾易脱落问题，徐君研发出用螺旋带木耳花伞尾替代普通伞

尾，既美观又牢固，还降低了伞的生产成本。公司先后设计生产了反

光伞、拐杖伞、防雷电雨伞、带照明装置伞、智能自动伞。2015 年该

公司进入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的行列。

公司在当地多个乡镇设立扶贫车间和外发缝伞加工点，解决当地

贫困人员就业问题。多年来，为贫困家庭、公益事业等累计捐助共计

1100 多万元。2017 年“大地走红”牌晴雨伞被江西省质监局授予

“江西名牌产品”称号。

徐君 2010 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西省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2013年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2018 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轻工大国工匠”荣

誉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2 制伞 黄文集 董事长 福建集成伞业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黄文集，福建集成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92 年创办集成雨具

有限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已具备从原料生产、零配件制

造、伞面印刷加工等全部工序的制伞能力。公司生产的环保塑胶伞的

伞面及伞头珠采用可回收降解的聚丙烯 pp 为原材料，生产制造的环

保伞占据日本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2015 年“集成+JICHENG+图形”

牌晴雨伞被福建省政府授予“福建名牌产品”称号，2011 年被国家工

商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8 年环保塑胶伞荣获“福建

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称号，2015 年初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3
卫生杀虫

用品
戚明珠 原董事长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戚明珠，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公司前身为扬

州市农药厂，1998 年改制成为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戚明珠以

振兴民族菊酯工业为己任，从零起步，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积极配

合国家大力改革我国菊酯类农药落后面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依

托科技创新，1994 年成功研发拟除虫菊酯，投产当年此产品即实现销

售收入 900 万元，不仅远超往年产值，而且产品单价较进口同类产品

下降近 1/4，打破了国内蚊香杀虫剂原药被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填

补了国内菊酯类生产空白，加快了高度农药淘汰进程。扬农产品品种

数量目前居全球第一，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扬农生产的卫生用

药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 70%。2017 年拟除虫菊酯被国家工信部认

定为“单项冠军产品”。2009 年高活性杀虫剂氯氟醚菊酯的研发及其

应用性研究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08 年、2011 年戚明

珠被江苏省总工会授予“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自 2010 年至今担

任卫生杀虫用品分会第三届、第四届会长，为行业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4 衣架 覃元高 总经理 桂林裕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覃元高，桂林裕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创办于 1995

年。覃元高重视新技术在衣架行业的推广应用，1995 年 7 月，自主研

发的“衣架静电喷涂生产线”和“衣架底漆自动抛光机”技术成果在

荔浦衣架企业中推广应用；在荔浦衣架企业推广使用合金刀片代替原

来的白金刀片；引进意大利螺旋分离塔经改装后，替代衣架生产线早

年吸尘使用的房式布袋，并在在荔浦衣架企业推广。这些研发成果不

仅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而且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较大幅度提

高。公司联合 4 家衣架企业起草制定了《木制衣架》等 8 个衣架系列

产品的衣架行业标准，为规范衣架行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

础。覃元高积极推动衣架企业进军资本市场，与上海灏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合作，在荔浦设立广西首个“中小企业挂

牌上市孵化基地”。2015 年 2 月，首批 10 家企业与上海灏博投资有限

公司签订了挂牌上市协议,有 8 家企业取得了股权代码，在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公司 2018 年销售收入 15883 万元、利

润 698 万元、上缴税金 1030 万元，出口创汇 281 万美元，排在广西

荔浦衣架企业销售收入第一。2011 年裕祥牌木衣架被广西自治区质量

技术监督局授予“广西名牌产品”称号。2018 年，覃元高担任了第一

届衣架分会会长，积极推动行业发展。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5 杯壶 谢思林 董事长
广东思宝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谢思林，广东思宝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1992 年创办乐

业不锈钢制品厂，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个不锈钢保温磁化杯。1999 年

创办思宝公司，企业创建伊始，便确立了“树形象，创名牌”的品牌

经营战略，把责任作为构建企业文化的主线，努力打造消费者心中的

名牌。公司第一个成功研制杯类内外气压平衡阀，解决了杯内液体冷

却后产生负压使杯盖难开的难题，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1999 年被评

为广东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2002 年思宝牌真空杯（壶）第一批荣获

“广东省名牌产品”，思宝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思宝公司成为中国杯壶行业高端品牌企业的代表之一，

在国内外各大主流商场开设销售专柜，为民族品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2007 年谢思林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序号 所属行业 姓名 职务 公司名称

26 制伞 蔡卓燐 董事长
太阳城（厦门）户外用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蔡卓燐，太阳城（厦门）户外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5 年参与创办太阳城（厦门）雨具有限公司。在他的带领下，公司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营规模和业绩呈快速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

以太阳城（厦门）户外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总部、以太阳升（厦

门）服饰有限公司和福建舒雨伞业有限公司为生产基地，从事晴雨伞

开发、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制伞企业。2016 年 2

月，该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成为国内制伞行业第一家在新三板挂

牌的企业。多年来，“太阳城”牌晴雨伞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2005 年为全国第三届伞节打造了“天下第一大伞”，该伞获得吉尼斯

世界纪录证书。2006 年太阳城牌晴雨伞被国家质监总局授予“中国名

牌产品”称号，2010 年“太阳城洋伞”商标被国家工商管理局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太阳城（厦门）户外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成

为我国制伞行业的知名企业。蔡卓燐担任制伞专业委员会第五届会长

期间，尽心尽力，为行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