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0

南沙区2021年总部型企业高管人才奖拟发放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申请人姓名

1 大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苏

2 大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侃

3 大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朝阳

4 大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熊焰

5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唐云

6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赵斌

7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田家勇

8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谢季军

9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柯松林

10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孙志斌

11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尚琰

12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兰国友

13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郭清华

14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韩永刚

15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娄靓涛

16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宏利

17 中铁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徐峰

18 中铁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陈伟明

19 中铁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董朝晖

20 中铁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张永强

21 中铁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邢利军

22 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芮

23 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邓仕刚

24 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洁

25 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少敏

26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林桂荣

27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吴锋

28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余恺

29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胡云章

30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张明刚

31 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 邓进乐

32 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 朱广宇

33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张成

34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葛斌

35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徐加兵

36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张夕和

37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邵汉军

38 广东芬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玉坤

39 广东芬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彬

40 中铁建南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宏杰

41 中铁建南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葆华

42 中铁建南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高华

43 中铁建南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高虹

44 中铁建南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罗吕柳

45 广东华三国车行有限公司 梁智

46 广东华三国车行有限公司 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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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广东华三国车行有限公司 王国军

48 广东华三国车行有限公司 李宁

49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秀春

50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永亮

51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夏宏

52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阮全刚

53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岩

54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解振东

55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樊斌

56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罗金诗

57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孙晓琴

58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王小兴

59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杜慕群

60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肖世练

61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邓立新

62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魏浩田

63 九毛九（广州）控股有限公司 管毅宏

64 九毛九（广州）控股有限公司 李灼光

65 九毛九（广州）控股有限公司 何成效

66 九毛九（广州）控股有限公司 崔弄宇

67 九毛九（广州）控股有限公司 赵媛媛

68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化亭

69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杜志豪

70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立明

71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成勇

72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柱峰

73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阳斌

74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凌文轩

75 广州宝奔豪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车少华

76 广州宝奔豪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于小航

77 广州宝奔豪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孙雷

78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李浩

79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段振益

80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刘辉

81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李志荣

82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李传林

83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游关军

84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熊浩

85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谭啸峰

86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邓三军

87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金守烽

88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邓鹏

89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张琦

90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袁立斌

91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李计金

92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臧骏

93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高洪海

94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梁卫军

95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李建俊

96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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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张立新

98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张清

99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张羽佳

100 兴玉国际贸易发展(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陈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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