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
U

A
N

 W
U

 FEN
G

袁
武
锋
深
圳
市
高
巨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909

从我国“十三五规划”以来，新型环保

能源就成为了国家制造业的发展重点，致力

于开发新型环保电池、树立新型电池工业现

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热点。通过多

年的技术发展，我国电池技术的比能量、循

环寿命、高低温适应性等问题已有所突破。

环保电池已经在电子信息、环境保护等重大

技术领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

公司在董事长袁武锋的带领下，严格执行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在环保上投入

大量科研力量，生产制造出了一批不含汞和

铅等主要污染物、具有电力持久稳定、储存

期长、不渗漏、符合环保要求等显著特点的

GMCELL 牌电池。多年来，深圳市高巨能科技

有限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科技为先，共同

进步”的管理理念，积累研发和生产了多种

环保电池产品，其中包括：环保碱性电池、

环保高功率电池、普通碳性电池、镍氢充电

池、纽扣电池等。现拥有国内先进的电池生

产线 20 余条，可生产及加工无汞碱性电池、

环保碳性电池、纽扣电池等系列一次性电池，

以及可充电镍氢电池 / 电池组、锂电池 / 电池

组太阳能系列产品等。公司成立至今，已经

获得了 15 项国家专利，通过了 SGS 检测符合 

ROHS 要求，还陆续获得了中国海运和空运认

证以及环保 CE 和 ISO 认证。为我国电池向高

能化、高功率、轻量化、单元化、长寿化以

及系统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

小电池储蓄大能量  新技术推动新发展

——访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武锋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

重视。“小电池，大污染”已为众所周知。多次重复使用的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国际和

国内市场的“环保绿色耐用”电池正日益风行。未来，无污染，电量大，质量轻，形状多样，

稳定性好的电池将成为电池业的发展新方向。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集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电池制造商，不断坚持科技创新，研究出了环保的一次性电池、减轻了生

态环境的负担，为我国电池领域的新材料和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高巨能”的

品质口碑！

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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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环保电池
过硬安全品质

 

电池口碑好坏，主要在于产品质量和服

务两个方面。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袁武锋作为军人出身，对公司的产品质

量把控相当严格，对品质方面要求也达到了

极致，所谓品质就是企业的生命线。众所周知，

原料采购是生产产品第一道检验关，也是坚

守质量管理的第一关。为确保供应商提供材料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产品生产所有的环节，包括原材料供应商均

有国企供应，不通过私企购买。其次，对于“高

巨能”每个类型的产品，除了做一些常规实验，

袁武锋特意还做了一系列的破坏性试验，比如

将电池投入火中来检测产品质量。另一方面，

试验过程中公司对人体安全和性能要求也非

常严格，如果有一块电池掉在地上，捡起来

虽然还可以照常用，电量也不会少，但是这

样的电池对于公司来说就要做废物处理的。

可以说将“环保”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到极致，

真正从生产源头控制品质，为后续生产提供

了保障。

除了严格的生产流程把控，袁武锋还注

重员工素质的提升，注重把握生产细节。定

期对员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全面提升员工操

作技能。在推行自动化生产的同时，公司要

求各部门设立学习型组织，鼓励员工在实际

中与理论相结合，加大质量安全生产大检查，

严把质量关，开展各种质量管理提升活动，

强化员工系统学习，不断提升员工质量意识

和自我责任感，从而进一步保证产品的质量，

也给员工带来一种严谨正规的工作环境。同

时，为适应市场变化，公司主动将产品售后

服务升级到技术售后服务上来，组织专家和

技术人员到全国各地为消费者提供电池科学

使用与维护方法等知识培训，为配套厂家提

出产品配套选型和改进建议，使消费者和配

套厂家都能受到公司的技术支持。

袁武锋身上的“较真”都来源于对产品、

对消费者、对企业、对员工、对社会的责任，

而这一切也成就了“高巨能”电池过硬的质量，

使其成为电池行业领先标杆。

袁武锋表示，公司每获得一个专利都会

去做一个认证，现在公司已经获得了 15 项国

家专利，通过了 SGS 检测符合 ROHS 要求。

为了出口，公司申请并通过了中国海运和空

运认证以及环保 CE 和 ISO 认证。目前，公司

70% 左右的产品已经出口东南亚、欧美等国

家，产品质量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

不仅是对非凡经营业绩的肯定，更是对过硬

质量成为行业典范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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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武锋

创新电池技术发展
塑造民族自主品牌

自从公司成立以来，袁武锋就高度重视

自主创新，加大科技投入、人才投入、资金

投入，准确把握市场变化脉搏，以超前的意

识加强新产品研发，形成梯度的产品结构。

保证了每年都有新品推出市场，真正做到了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确保

了产品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

平。现在公司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15 项国

家专利，产品也呈现了很多突出的特点：比

如说耐高温达到 70℃，低温达到 -40.3℃，

在极端环境下可以正常工作，包括防水试验

也都申请了专利。

袁武锋介绍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创

新谈何容易呢？如果你赚到 100 元投入 70 用

于研发，这就叫创新，如果你赚到 100 元投

入 20 用于研发，这不叫创新，这就是为了赚

钱。公司在创立初期科研期间需要做大量试

验，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由于初期条件艰苦，

在电子市场购得元器件之后我们就自己组装

简陋的防电设施，当时没有技术支持，凭借

翻阅各种专业资料，解剖了几千块电池。可

以说坚守初心不变，坚持以工匠精神，刻苦

钻研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也特别感谢在此

过程中，资金上给予支持的各界伙伴。现在，

公司不仅还清了债务，甚至还赚取了一些专

利费。袁武锋充满自信的相信，未来，电池

可以在电源忘记拔掉的情况下、充电一两个

月甚至一年都没有损害，或者电池短路了、

自动断电等也可以正常使用，当然，这些实

现的前提仍然需要不断地创新，发布新品，

否则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在新能源环保电池风靡的今天，核心技

术从来都是行业发展的根本。特别是在推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上尤为重要。袁

武锋却表示，单体电池是电池能源系统的基

本构成单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核心，只

有掌握了单体电池的核心技术，才能掌握电

池能源系统的核心技术，进而才算真正拥有

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而我们的优势是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展，如果大家都向这个

风口进军，而我们则在环保碱性电池、环保

高功率电池这方面做到极致，将是我们细分

领域的荣誉，也可以将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

建立我们自己的私域流量客户，成为真正的

民族自主品牌。

生产与销售同步进行，才能跟上产业的

发展步伐。为了宣传公司的产品和口碑，袁

武锋在谷歌、阿里巴巴国际站都建立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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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推广渠道。国内在阿里巴巴国内站、

百度、360，各种 SU 展柜也都有“高巨能”

的身影，特别是央视的《崛起中国》栏目组

委会，鉴于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电

池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助力企业发展，

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特将其列入了被扶持企

业考察名单。邀请袁武锋做客《崛起中国》

栏目，与主持人一起探讨企业发展中的经营

管理之道。

如今，随着网络媒体的一些宣传报道持

续进行，公司的业务增长迅速，加重了袁武锋

在这个领域做精做强，成为龙头公司的决心。

眼下，离过年还有段日子，但公司订单已经

排到了 4 月份，生产力完全饱和。这就是“高

巨能”电池的实力证明，也是民族品牌的骄

傲！

军事管理抓高效
以人为本促发展

作为一名在内蒙古野战部队参军的军人，

从 98 年开始，袁武锋就接触到了电池，因为

内蒙温差大，在边界线巡逻的时候为了防止

野兽侵袭，袁武锋会的部队会发放一些电池

用发光进行驱赶。加上自己是化学专业出身，

袁武锋顺其而然地走向了这个行业，不仅将

专业技术磨练了出来，也将部队的管理经验

运用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2005 年，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应

运而生。秉承“以人为本，科技为先，共同进步”

的管理理念，袁武锋把部队的管理理念和执行

力应用到了公司的管理方面。做事讲究效率—

快、准、稳。在面试每一个员工或者核心领

导的时候，袁武锋都会向他们讲清楚，公司

是比较严谨的。如果员工想要的是一个稳定

的工作，收入高于同行业 30%-40% 的，那他

选择我们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他是懒懒散散

的、没有目标感、没有方向感、没有责任心，

甚至未来两三年想跳槽，那公司就不太适合

这样的人发展，不耽误双方的时间。

技术型企业虽然严格，但是对于员工的

管理，袁武锋一样希望可以更加人性化，毕

竟技术型的人才也是稀缺岗位，是公司核心

竞争力的载体。现在每年的中秋节、三八妇

女节等假日员工都有 500 的过节费，每个员

工每年 7 月份统一发放 1000 元的高温补贴，

带薪假以及 13 薪等政策也比一般的国企待遇

要好。袁武锋表示，公司的文化和福利待遇

都是为员工着想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技术

人才可以留在公司深造，公司会以专业化、

流程化、人性化的管理培养行业精英，让他

们为新能源技术作出更多贡献 。2020 年，高

巨能科技在国内市场占了大约七分之一的份

额。随着市场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袁武

锋希望有更多“挑剔”眼光的客户和自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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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对产品品质有要求，就怕没要求。面

对困难、迎难而上。”袁武锋信心满满地说道。

未来，袁武锋准备把产品出口力度和推

广力度同时加大，他本人业非常很看好国内

的市场前景。预计 3-5 年，公司业绩增速将

达到 30%-40%，成为国际上一线品牌。我们

也希望，广大的创业者要学习袁武锋的精神，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一番成绩，明确自身

定位，掌握核心技术，立足市场前沿，在国家

的强大政策支持下，积极履行社会义务，为

祖国做出贡献！国家的强盛与中国企业的品

牌在国外市场占有率等各方面的发展是相辅

相成的，随着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

我们相信像袁武锋这样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

用良好的企业信誉、独特的经营风格以及扎

实的市场开拓能力树立起行业的标杆！

深圳市高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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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物的全球梦
	身在困境心系天下 逐梦路上永不放弃 
	——访江西心光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德华

	  传承匠人之心  发扬创新精神 
	——访山东金发消毒剂有限公司总经理贾波

	良医冠杏林美誉  白衣怀济世丹心 
	——访阜新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蔺阁

	锐意进取展事业  专业服务拓未来 
	——访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

	瑶医世家代代传  产业发展惠乡亲 
	——访金秀圣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富权

	不忘桑梓再创业  助力脱贫谱华章 
	——访宁波富民康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仁利

	  科技创新争天下  心怀诚信筑未来
	——访深圳市鑫宇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志坚

	  紧跟国家大战略  建设智慧新未来
	——访北京东青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牛东

	环境检测千重绿  坚守本心一片丹 
	——访广西建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建坤

	  把握食疗技术核心  加快健康中国行动 
	——访北海市海金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德禄

	携艺归国 筑梦高端传感器产业
	敬畏生命 引领后智能时代潮流 
	——访西人马集团董事长聂泳忠博士

	以安全为主题  成匠心之品质
	——访江苏一诺测控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祥瑞

	一蓑烟雨任平生  济世救贫心无悔 
	——访雅安市兴康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王荣林

	躬身科技沃土 开辟行业先河
	——访深圳明思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饶崇武

	三十余载不忘初心  
	做强企业扶弱济贫 
	——访贵州布依福娘茶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晁忠琼

	匠心酿造革命小酒  深远谋略百亿成就
	——访北京欧美欧尚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岩芳

	独辟蹊径塑品牌  智能创造勇先行 
	——访深圳市强泰盛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旭强 

	胸怀天下志高远  全力开创新天地 
	——访深圳市靖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迟志波

	匠心耕耘科研路  蓄力书写新征程 
	——访辽宁维扬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于长和

	爱心守护温暖  诚信铸就品牌
	——访吕梁市懿星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马金莲

	情怀在心 矢志延续道地丹参
	科研引路 结出助农扶贫硕果
	——访中江县万生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志刚

	葛巾自向商浪濯  越云平风信为先
	——访磐安县老葛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越平 

	用诚信赢得明天  用品质塑造品牌
	——访北京华腾友盛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庭友

	坚持成就自我  创新铸造未来
	——访湖南雷电机电有限公司创始人蒋茂寿

	创新赢未来 匠心铸品牌 
	——访赣州派欧橱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学军

	鸿鹄直上九万里 乘风翱翔展英姿
	——访上海起霸通风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堂启

	  好建材赋能新基建  新西部踏上新征程 
	——访西藏富英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富云

	科技赋能新担当  重质保量铸精品
	——访南通鸿东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江洪

	  发掘傣药价值  打造民族产业 
	——访昆明远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远平

	  情定茶领域  匠心好茶满人间 
	——访山东长仙丘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钱振磊

	深耕农业电商  助力乡村振兴
	——访东方爱都文化产业(长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力衣

	  坚持培育有机品质  弘扬金钗石斛文化 
	——访贵州赤水国礼金钗石斛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启海

	  情系中医国粹  重赋古方生机 
	——访福建阿伽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建辉

	深研安全科技  赋能行业生态
	——访山东锐泽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国青

	  斗转星移生奇石  天工造物弄瑰姿 
	——访西安华源景石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致力弘扬传统文化  潜心构筑健康未来 
	——访中国健康茶疗技术首席科学家、中医茶疗领域首席权威专家任怀瑞

	  乘势扬帆而动  登顶行业巅峰 
	——访圣鹏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锋

	传承千古茶韵  共享健康生活
	——访山西龙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辛灵海

	谢文淦简介
	  崇义谢文淦2020年下半年与周国军 黄亚军 蓝伟桓结为好友 
	江西赣州崇义益生堂温暖之家举行2020年度国医拜师仪式
	吴吉祥简介
	铭记厚德丰功 继承优良家风 
	——沉痛悼念全国首届劳模吴吉祥
	江西赣州崇义温暖之家谢文淦推荐稿件

	怀念父亲
	谢文淦担任中国民族医药协会非药物疗法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赣州崇义孝道榜样谢文淦：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
	韩强 温福镇赴赣州崇义益生堂温暖之家公益交流
	于都县中医师蓝伟桓前往崇义益生堂中医师谢文淦结缘
	勇敢超越自我  坚持铸就未来
	——访钦州市明大检测公司董事长陈春梅

	  以助力家乡之名  为传统行业助力 
	——访深圳锐科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胜强

	勇立潮头谋改革  敢为人先求创新
	——访上海点对点科技有限公司CEO马慧超

	专注环保循环发展  潜心构筑美丽祖国
	——访安吉彩虹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创始人邓鸣

	搭建智慧平台  推动品牌兴农 
	——访合浦县张妹农资店总经理张兰英

	  三代传承珍宝志  常铭弘扬文化心  
	——访广东汉楚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吴志标

	精工细琢铸品质  咫尺匠心品自高 
	——访福州市金旺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平

	  为品牌代言  铸品质匠心 
	——访广州瑷妮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斌

	纤草依依颂千古 艾灸缭绕念匠心 
	——访纤草堂艾灸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蔡立杰

	  弘扬工匠精神  彰显制茶技艺 
	——访苏州市东山跃文茶叶专业合作社施跃文

	禀持匠人之心  延续文化根脉
	——访永康市海浪秤文化有限公司第五代传承人朱海浪

	  一个把红薯粉条、粉皮做的嘎嘣脆带分贝(干状）
	----粉条、粉皮之极的人 
	——访安徽小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涛

	古方精酿留酣饮  志气凌云尽浩歌    
	——访社旗县老香坊生态有机产品厂总经理孙耀武

	弘扬匠心精神  助力企业发展 
	——访陕西吕彬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山

	缔造行业盛景  逐梦设计之巅  
	——访广州厚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厚华

	好助力电力建设  挺起中国电建脊梁   
	——访昆明雄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清驭

	酒香纯正传四海  厚德笃行展鸿猷  
	——访宜宾剑如虹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以匠心铸就企业  为青少年视力护航   
	——访杭州亮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春明

	一世清心酬岁月  半生壮志奉全心 
	——访上海扬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谷经建

	十载磨砺试锋芒  匠心独运铸辉煌
	——访湖南兹阳天下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伍建柏

	慧炬慈悲有为法  梵音流布遍大千 
	——访海南州卓玛文化研究有限公司创始人嘉萨哇龙智

	以匠心铸就企业  为青少年视力护航
	——访杭州亮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春明

	砥砺奋进新时代  春华秋实谱新篇
	——访东莞市科美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喻珍爱

	为环保行业代言 行匠人之心品质
	——访郑州国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牛明军

	怀苍生济世悬壶  谱匠心为民添年
	——访霸王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添年堂”中蒙医馆的创始人任慧京

	蜂来喜讯传捷报  轻飞曼舞展新图    
	——访广东互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景安

	因势谋变开新局  品牌崛起树标杆    
	——访浙江唐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云

	踏浪前行深耕防腐  新航征程许国恒昌    
	——访山东佰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寿新

	深耕细作造佳品  匠心传承酿荣光
	——访四川造粉食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兼总经理刘吉光

	坚守匠人品质  做行业领军人物    
	——访南京迈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凌红军

	立足优势深耕行业  服务航运强国建设
	——访广州恒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刚

	二十七年磨一剑  攻克非洲猪瘟的中国人    
	——访防治非洲猪瘟专利发明人肖文教授

	为就业创业助力  培养国家专业人才
	——访广东信息科技职业培训学院副院长李三思

	坚持成就自我  奋斗创造未来
	——访四川三源养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香树

	敢为行业先  锵锵工匠行
	——访苏州昂普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海涛

	奋斗铸就人生梦  合作共赢天下行
	——访土豆撸冰创始人陈红烈

	正本清源破困局  不务虚名为共荣
	——访湖州申伟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伟东

	回归教育本真 匠心铸就未来    
	——访云南孝全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孝全

	常怀安民志  心有工匠情
	——访鹰驾科技董事长郑智宇

	承岁月豪情  当兴农大任    
	——访重庆市古桔联实业有限公司、
	渠县柑露橘液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华

	立志绿色矿山发展  融情家乡经济建设
	——访重庆市永川区环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凤梁

	彰显工匠精神  助力脱贫致富    
	——访昆明西山玖点文化职业培训学校董事长宗昌辉

	志存高远定天麻  不忘初心致富乡    
	——访贵州乌蒙腾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光文

	专注健康养发品牌  助力社会美好未来    
	——访蒙域养发创始人、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直属商会副秘书长 刘冠军

	生命诚可贵  利民为本心    
	——访上海神滑消防逃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妙荣

	为全民健康代言  做健康品牌的领先者    
	——访南通爱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秀华

	传承中医传统文化  锐意探索全新未来
	——访新宁县城李寒崎中医诊所创始人李寒崎

	扛艺术教育大旗  放七彩璀璨光芒    
	——访宁夏银燕七彩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宝全

	坚守百年历史传承  塑造品牌全新未来
	——访寿阳县健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建民

	心系国富民强  情注伟业宏图    
	——访武汉中天东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东生

	铿锵玫瑰勇绽放  巾帼英雄创业路    
	——访贵州好能手日用品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梅

	好山好水养好菇  创新发展新农村   
	——访云阳县鸦地坝香菇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金家美

	科技兴农匠心梦  任重心坚志气昂    
	——访山西临猗县王万保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万保

	柑桔引领产业心  坚持走出致富路   
	——访仁化县厚坑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祝金良

	乘风破浪立潮头  浴火重生铸脊梁    
	——访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建伟

	专注高端丝袜  传承匠心品牌    
	——访浙江艾昕尔丝袜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园平

	潜心探索深耕耘  十年磨剑树品牌   
	——访内蒙古葵先生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聂长命

	父母心实业为广 奋进路匠心为先   
	——访广州秀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军

	青春逐梦新征程  奋勇前行正当时   
	——访广西邱威禽苗孵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一倍

	推进数字化转型赋能智能化发展   
	——访因锐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荣富

	匠心共予农业化肥  大禹人齐心定乾坤    
	——访新疆大禹升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培忠

	习得诗书千万卷  投身田野器躬耕   
	——访临安板桥镇洪军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社长包洪军

	专注技术 卅载研发领远航
	矢志革新 推动行业谱华章   
	——访广东顺的精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新

	老剧种焕发光彩  重传承唱响匠心    
	——访威县乱弹传承人赵合增

	传承民族工匠精神  助力家乡精准扶贫    
	——访隆回县中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中勋

	潜心耕耘医疗领域  塑造国产高端品牌    
	——访浙江慧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创始人张琴舜

	一个善字行一生  一片匠心守善业    
	——访勤立义工服务队队长、深圳市松林琥珀蜜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勤立

	开启生态磷肥时代  托起绿色兴农梦想
	——访四川省鑫铃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正富

	指尖传承民间技艺  竹编助力脱贫致富
	——访贵州黔森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杜娟

	创业从善如流  立命情怀为先
	——访杭州百复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崔修诚

	以中医中药之名  创造民族品牌
	——访伍贤光白发脱发专科医院院长、
	荆州市子胥毛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伍贤光

	智慧消防千秋业  守望平安万古心
	——访河南省恒运国泰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允涛

	弘扬传统技艺  粉条致富新道路
	——访林口县太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业刚

	融汇贯通大医精诚 德行天下时代楷模
	——访湖南吴子桂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疑难病症特效疗法专家吴子桂

	投身康复事业  圆梦身康体健
	——访北京康亚特假肢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