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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协字[2018]36 号 

 

关于邀请参加“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 

颁奖盛典的通知 

 

各获奖单位： 

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机械

流通协会联合举办的“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评选活动，经

过企业申报、初选、大众网上投票、千名专家（专业人士）网上投票

和百名专家现场分组评审、网上公示等阶段，现已完成全过程评审工

作。共评选出 46 个产品奖、23 个品牌奖、10 个农机制造企业奖、10

个农机流通企业奖及 30 个农机合作社服务奖（名单见附件一）。 

兹定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3：30 至 15：30 在武汉国际博

览中心会议中心 202 荆风厅举办“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颁

奖盛典，并向获奖单位颁发奖牌和证书。 

特邀请贵单位领导出席“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颁奖盛

典，并派人员到现场领奖。为保证颁奖活动的顺利进行，请于 2018

年 10月 20日前将贵单位出席颁奖典礼的领导及到场领奖人员名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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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附件 2）发到 zhengwei@caamm.org.cn 邮箱， 

联系方式：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联系人：郑  伟    13801081573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联系人：权文格    15201430753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联系人：王跃生    13910034677 

 

附件：1、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获奖名单 

      2、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颁奖盛典回执表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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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获奖名单 

（按企业名称笔画排序） 

产品金奖 

序号 制造商 产品名称及型号 

1 久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4LZ-4(PRO988Q)履带式谷物收获机 

2 中机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65A 自走式饲料收获机 

3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 4LZ-8B1 轮式谷物收获机械 

4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

限公司 
9YJS-2.2 型双刀轴秸秆切割揉碎方捆压捆机 

5 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 DC300 批式循环谷物烘干机 

6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沃得 4LZ-5.0E 履带式谷物收获机械 

7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约翰迪尔 8000 系列自走式青贮机 

8 洛阳辰汉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GQ-130 型切段式甘蔗联合收割机 

9 勇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勇猛 4YZ-5A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1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业装备

分公司 
雷沃谷神 GM80 轮式谷物收割机 

 

 

产品创新奖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型号 

1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4QZ-3 自走式青饲料收获机 

2 久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4LZ-6A2 轮式谷物收获机械 

3 中机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10A 马铃薯联合收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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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4GM-200A 型自走式灌木联合收获机 

5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

限公司 
9YGJ-2.2 圆草捆打捆机 

6 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水田植保机 JKB18C 

7 郑州万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LXY15 连续循环两用式干燥机 

8 河北中农博远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 4YL-5 

9 滁州奥岚格机械有限公司 5H-20H 种子烘干机 

1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业装

备分公司 
雷沃 9YRZ-1.25 圆捆压捆机 

 

 

市场表现力奖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及型号 

1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 4HZJ-2600 型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 

2 久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4LZ-3(PRO758Q) 履带式谷物收获机械 

3 中农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3WPZ-700A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4 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谷王 TB80B 谷物联合收割机 

5 石家庄美迪机械有限公司 9QZ-2900B 青贮收获机 

6 安徽辰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HCY-15H 粮食烘干机 

7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约翰迪尔 R230 联合收割机 

8 勇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YZ-4E 玉米收获机 

9 爱科（常州）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麦赛福格森大方捆打捆机 MF2270 

10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业

装备分公司 
雷沃谷神 RG50 超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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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品牌奖 

序号 企业名称 品牌名称 产品类别 

1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五征 中马力（40-100 马力）拖拉机 

2 久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久保田 插秧机 

3 久保田农业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久保田 中马力（40-100 马力）拖拉机 

4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玉柴机器 农用柴油机 

5 中机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诺 种植施肥机械 

6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7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 农用柴油机 

8 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9 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东风井关 插秧机 

10 西安亚澳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亚澳 种植施肥机械 

11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沃得农机 中马力（40-100 马力）拖拉机 

12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约翰迪尔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13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久富 插秧机 

14 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  
凯斯 

（Case IH）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15 河北农哈哈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农哈哈 种植施肥机械 

16 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富来威 插秧机 

17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 洋马 插秧机 

18 爱科（常州）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麦赛福格森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19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常柴 农用柴油机 

20 道依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 道依茨法尔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21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阿波斯 

大马力（100 马力以上）拖拉

机 

22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斯潍坊农

业装备分公司 
雷沃欧豹 中马力（40-100 马力）拖拉机 

23 新疆天诚农机具制造有限公司 天诚 种植施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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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优质奖 

 

序号 制造商 产品名称及型号 

1 一拖（洛阳）开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KC100/65/80 传动轴总成/转向液压缸 

2 山东帅克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SKTD02 新型材多功能驾驶室总成 

3 山东雷沃传动有限公司 Q260 前驱动桥 

4 马鞍山锐生工贸有限公司 水稻收割机用轻型联组 V 带 4SB-1490 

5 无锡市中惠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机械用高性能 V 带 C2445 

6 石家庄欧亚惠通滤清器有限公司 预滤器（滤清器总成）PL1200 

7 江苏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GKV50 系列电控带浮动位功能多路阀 

8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ZGS38HF7K1 链条 

9 佳木斯市金兰马橡塑制品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双齿型农机 V 带 

10 采埃孚一拖（洛阳）车桥有限公司 KC125 驱动桥（升级项目） 

11 荣成市黄海离合器有限公司 HH150 双作用拖拉机离合器总成 

12 南通卓越精密件有限公司 打捆机合金钢弹齿 

13 洛阳一拖众成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12 吋离合器 

14 徐州徐轮橡胶有限公司 甲字大马力农业轮胎 18.4-38-10 R1 

15 湖州生力液压有限公司  拖拉机用控制总成—四轮差速控制装置 

16 潍坊谷合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TF120 系列转向驱动桥 

 

 

 

制造企业年度卓越奖 

 

序号 企业名称 

1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2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3 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4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5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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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年度新锐奖 

 

序号 企业名称 

1 山东雷沃传动有限公司 

2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3 中机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5 青岛洪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流通企业年度标杆奖 

 

序号 企业名称 

1 山西省长治市农业机械总公司 

2 甘肃河西吉峰农机有限公司 

3 北京富力众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白城宏达农机汽贸有限公司 

5 吉林省吉峰金桥农机有限公司 

6 江苏三农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7 江苏吉田农机有限公司 

8 湖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 

9 湖北顺业农机有限公司 

10 渭南市福康农机汽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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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农机化杰出服务奖 

 

 

序号 合作社名称 

1 上海市宏烨农机专业合作社 

2 山东省肥城市地龙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3 山东省莒南县昊睿农机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4 山东省莱州市新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5 山东省高密市宏基农机专业合作社 

6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普天友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7 广东省廉江市良垌兴旺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8 广西武宣县博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9 内蒙古宁城县于起农机专业合作社 

10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永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11 辽宁省大洼县长财农机专业合作社 

12 辽宁省沈阳市喜耕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3 辽宁省建平县马场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4 吉林省汪清县红日农机专业合作社 

15 吉林省前郭县万青农机专业合作社 

16 江苏省宝应县范水庆丰收割机跨区作业专业合作社 

17 江苏省洪泽县三合镇祥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8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惠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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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苏省溧阳市海滨农机专业合作社 

20 安徽省蒙城县黄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1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2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农机专业合作社 

23 陕西省乾县五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24 陕西省富平县富秦星农机专业合作社 

25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上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6 浙江省江山市巾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7 湖北省武汉市跃达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专业合作社 

28 湖北省监利县兴华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29 湖北省监利县尚正农机专业合作社 

30 湖北省潜江市关口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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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大奖颁奖典礼回执表 

 

请将此表于 10 月 20 日前发电子邮件至 zhengwei@caamm.org.cn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出席颁奖典礼的领导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领    奖    人    员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姓名  手机  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