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全国工人先锋号和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光
荣
册

广 东 省 总 工 会

2017年4月



关于授予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批复

广东省总工会:

　　经全总书记处批准,授予你省5个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41名先进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1个先进集体全国工人

先锋号。

　　附件:广东省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名单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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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

全国工人先锋号名单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5个)

广州市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阳光惠州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海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1人)

张春新　　广州华德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主管

丁建隆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冯　丹(女)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殡仪服务部礼仪组副组长

吴振泰　　广州凯骋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部主管

黄启成　　深圳艺术学校校长

林诗美(女)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　春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华南区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分部收派

员

陶永耀　　炬芯 (珠海)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市场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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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复昌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副校长

谢永科　　韶关市曲江顺翔混凝土有限公司品控员

陈俊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源海关办公室副主任

李旭环　　广东鸿艺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卜　健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水口人民法庭庭长

郑芝波(女)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科技管理室副主任

陈善国　　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李斌飞　　中山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

王云荣(女)鹤山市公安局龙口派出所所长

孙明冬　　广东正野电器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叶锦华　　佛山市东成立亿纺织有限公司保全部组长

王明利　　阳江市奇正建筑五金有限公司营销系统经理

于素洁(女)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周　雄　　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总监

薛朝霞(女)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及法律事务部主管

钟春燕(女)肇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琼艳(女)连州市凯恩斯纳米材料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林焕雄　　潮州市中心医院消化二科主任

詹光辉　　广东深展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吴英姿(女)雅达电子 (罗定)有限公司生产助理经理、工会主席

胡　锋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罗　睿(女)广东省财政厅预算处、预算编审处处长

周国逸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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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

梁振彪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冼绍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刘志刚　　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管理中心工程管理部经理

梅志文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船舶工程分公司 “铁建

砼01”船长

周勤栋　　中国人民银行云浮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科员

林云标　　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采选公司磨浮车间副主任

邓艳梅(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网络发展部主任

王　渊　　广东省工程勘察院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地质科科

长、副总工程师

邓苏南　　广东省西江林业局西江林场工区长

成宝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港珠澳大桥海事处执法大队副队

长

全国工人先锋号 (41个)

广州花都宝井汽车钢材部件有限公司生产部落料机组

北汽 (广州)汽车有限公司总装分厂生产科底盘班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水质部

广州市执信中学英语科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数字电视综合业务平台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科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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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吴桂松项目经理部

深圳市宝安中学 (集团)艺术科组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人艇关键技术研制小组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女孩与婴童产品研发小组

广东省韶铸集团有限公司热精锻分厂精锻车间 AMP50精锻班

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电力测控仪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梅州卷烟厂制丝车间

博罗康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一部

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水箱生产组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五金事业部

江门市安诺特炊具制造有限公司抛光车间机抛班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海外营销本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深茂铁路JMZQ-

6标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炼油分部联合一车间四号

常减压三班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部工程质

量管理小组

汕尾市国泰食品有限公司品管部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加工部五车间4科

清远市金盛锆钛资源有限公司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广东真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攻关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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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市人民医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采选公司棒磨车间 V系列班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法务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可靠性与环境工程研究中心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禁毒大队

华南师范大学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广东广佛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大旺至封开江口段总承包项目经理部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交南沙新区明珠湾区工程总承包项

目经理部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开发性金融业务 (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局输电管理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顺德分公司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二车间鲜奶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天河营业厅

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地质调查所

广东省东莞监狱六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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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总工会文件
粤工总 〔2017〕18号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表彰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的决定

(2017年4月25日)

　　2016年是 “十三五”开局之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动之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全省广大职工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本职、开拓创新,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为我省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省总工会决定,授予广州

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81个单位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授予

许安等180名职工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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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新

的起点上再创佳绩。全省广大职工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 “四

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要求,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锐

意进取、勇于创造,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附件:2017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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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名单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181个)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古汇 (广州)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广州奥比亚皮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工艺标准组

广州市广百物流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 (汽车备件服务)项目组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服务中心热线班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网调度班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广场派出所

天惠有机硅 (深圳)有限公司

华强方特 (深圳)动漫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

深圳丰艺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泰科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注塑成型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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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波精品 (深圳)有限公司工程试装组

深圳中学高中部物理科组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世祥劳模创新工作室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前海自贸大厦施工总承

包工程项目部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新源热力有限公司

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平沙新城项目建设管理处

珠海市人民医院介入诊疗中心

珠海翔翼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训练部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工程项目部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嘉致消声器有限公司

汕头市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

三椒口腔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销售客服部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玩具研发小组

汕头金平供电局配电部急修一班

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国际海缆登陆站

汕头市政府12345热线管理中心

广东东泓集团有限公司

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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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恒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变电部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大沥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欧神诺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蒙臻明劳模创新室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韶关市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

韶关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烟草韶关市有限公司始兴县分公司马市烟叶工作站

韶关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电动叉车工厂机加先锋组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选矿部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川分公司田心营销服务中心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广东省龙川至怀集公路 TJ14合同

段项目经理部

景旺电子科技 (龙川)有限公司FPC事业部生产部贴压合工序

梅州市梅江区鸿都小学

广东南丰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梅州国基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核心网络室

梅州市汇胜木制品有限公司白身车间贴皮班

广东富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晶技术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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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城供电局江南配电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惠东分公司线路维护分部

龙门县西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消防队

惠州市三力实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陆丰市玉燕中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尾市分行公司业务部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英语科组

东莞得利钟表有限公司

东莞宝达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新奥车用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科技大道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东莞中电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完美 (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山市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新创车间

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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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健之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华美 (台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江门朗天照明有限公司研发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阳江市营业局

阳江市江城区地方税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东风三营业厅

遂溪县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湛江中汇电力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赤坎分公司

徐闻县连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鲜菠萝速冻冷藏车间

广东金九饼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茂名市高州公路局

广东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白亿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碳五分离车间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童星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肇庆石油分公司利星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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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清远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清远市地方税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连山分公司政企客户服务部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潮州供电局

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

广东展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揭阳市揭东区地方税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接入维护中心

中德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化分公司生产运行六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

广东凌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烟草云浮市有限责任公司郁南县分公司

新云石业 (云浮)有限公司质量研发中心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品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广东省信息中心重大项目部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查处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咨询策划中心

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省安全厅科室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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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培正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江罗分公司

广东省南粤交通云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化湛管理处

佛山高明珠江货运码头有限公司技术保障部

广东省西江航道局西江航标与测绘所端州站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中远海运建设实业公司

广州港南沙汽车码头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工程局城轨公司广州地铁14号线11标项目盾构作业三

队作业队

中交第四航务设计院有限公司勘察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铲海事局政务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运-敦豪广东分公司

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渔政总队直属一支队中国海警3111船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农业保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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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改制团队

中国建设银行茂名市分行信用卡与电子银行业务部

广东广信物业管理公司普晖服务中心

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粤水电韩江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调峰调频发电公司深圳蓄能发电有限

公司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动力车间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藏中联网工程拉林铁路供电工程27标项

目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区分公司

广东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集团客户拓展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物化遥研究所

广东韶关金鹏实业总公司凡口项目部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连山林场

广东省东江林场奎溪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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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监狱

广东省建设信息中心信息经营科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 A320机队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揭阳供应站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北车站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车辆段龙川运用车间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电务段列控车载车间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180人)

许　安　　丰爱 (广州)汽车座椅部件有限公司商品制造部二课

一系组长

陈建聪　　广州大津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　保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研发主管

陈学文　　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粮油操作部经理

助理

巢利逢(女)松下万宝美健生活电器 (广州)有限公司制造部口腔

商品制造课课长

裴佳敏(女)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现代城市服务分中

心主任

余伟健　　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

罗　佩(女)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产品中心科室经理

张辉源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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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伟　　广州中船文冲船坞有限公司机电工程部特焊工班班长

王浪潮(女)广州樱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制造部三科缝制系系长

周嘉文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钣金制作科厚板系主管

李南京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邓裕强　　广州市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朱育宏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事业总部副经理

刘冉冉(女)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李　川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先进制造产业系教师

聂玉强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吴宇兰(女)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新港派出所三级警长

戴慧兰(女)深圳书城罗湖城实业有限公司营运中心经理

黄　星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电动装卸机械操作师

李光远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核电事业部副经理

李　枫　　恒瑞侨香物业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物业部维修班长

姚玉萍(女)斯比泰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葵涌分厂生管工程师

韩德宏　　深圳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　鹏(女)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主席

孙喜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王小维(女)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体育教师

庄晶然(女)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部主任检察官

方祥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执行主任

吴希文　　广东兆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友兵　　伟创力制造 (珠海)有限公司自动化软件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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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长林　　珠海市第一中学数学老师

童　华(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八队主任科员

吴东平　　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集装箱服务分公司维修站站长

侯方祥　　汕头华海船厂钳工班班长

黄为妹(女)汕头市碧华学校语文老师

李子平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员

刘明发　　汕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许特里　　汕头市龙湖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珠

池中队副中队长

陈红军　　佛山市三技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程设计部经理

胡建武　　佛山市南海中南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

谭联枝　　佛山市祥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吴树鸿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局调度中心助理技能

专家

柳小明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项目专员

金敏翔　　广东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尚慧玲(女)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一科主任

陈建洪　　广东省佛山市国家税务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尹德荣　　韶关市第一中学地理教师

张　云(女)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韶关石油分公司安全部主

任

杨春梅(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客户经理

罗晨东　　青岛啤酒 (韶关)有限公司包装设备维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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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权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厂长

雷　洪　　韶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大队长

彭章乃　　紫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医师

王艳卿　　精电 (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发展组经理

黄志力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自动班班长

王春福　　河源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人秘科科长

袁正文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梅州蕉岭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

主任

张　栋　　梅州市林海陶瓷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组长

李颂锋　　五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副主任、工会主席

黄林源　　梅州市工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李吉祥　　丰顺县国家税务局局长

陈伟玲(女)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

梁跃辉　　中建五局安装公司惠阳星河丹堤项目经理部劳务技术

负责人

刘金成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长华　　惠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装饰设计室主任

廖天红　　惠州市公安局情报信息中心副主任科员

张瑞光　　陆河县供水公司安装班班长

王晓冬　　华润电力 (海丰)有限公司发电部副部长

陈芙蓉(女)海丰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

邹世鑫　　汕尾市美顿食品有限公司品质控制管理员

刘玉荣　　日本电产三协电子 (东莞)有限公司统括部长、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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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杨晓光　　广东唯美陶瓷博物馆馆长助理

何玉成　　东莞市彩丽建筑维护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宏琴(女)东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实验室副主任

于　熙(女)东莞市塘厦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科员

毛伙南　　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伍凤山　　中山市东成家具有限公司木工主管

王湘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

吴日然(女)中山市博爱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

张福辉　　中山市公安局情报信息中心管控科科长

刘新华　　鹤山国机南联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余祖灯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墨水车间主任

叶亚古　　鹤山市新易高鞋业有限公司技术部主管

熊贤平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生产总监

徐　娜(女)开平市玲珑医院皮肤科医生

蔡应犀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三江人民法庭副庭长

关光旭　　阳江喜之郎果冻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叶志宏　　广东省阳西县方正中学物理教师

袁海鸥　　阳春市总工会组织宣传教育部部长

茹敬艺　　广东德良 (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红云　　广东海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吴春兵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三亚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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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芬(女)湛江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散机队电工

班班长

赵正发　　湛江市五星电器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

王建红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柳明　　廉江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陈春丽(女)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刘乃英　　茂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世博　　茂名重力石化装备股份公司容器厂厂长

廖鸥飞　　化州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梁　雁(女)广东华田电器有限公司 KSD温控器车间主任

杨超杰　　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党委书记

杨文锋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橡胶

车间主任

李　万　　中国电信肇庆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网络交换班副

班长

罗国伟　　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幸建超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凤卿(女)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

杨　坚　　广东省封开县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高建华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高级测试员

周　义　　广东禹能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

谢海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寨岗营销服务中心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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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宁静(女)阳山县碧桂园小学副校长

李　勇　　连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大队大队长

尚科明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师

佘丹晖(女)潮州市湘桥区鸿辉礼服厂设计总监

汤华权　　饶平县生产力促进中心职工

陈英镇　　中国共产党潮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纪检监察室主

任

彭锦放　　揭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派驻揭西县政务服务中心法

制股副股长

黄玉秀(女)惠来县城镇环境卫生管理局清道职工

黄敏聪　　广东华能达电器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主任

陈怀标　　揭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王　彤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机务二班班长

谢镜高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公辅车间主任、工会主席

刘炳耀　　广东万事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　黎(女)罗定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邱全发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主管

罗喜平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

杨贤庆　　南海水产研究所食品工程与质量安全研究室主任

郑开宏　　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所长

韩　晖　　广东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总监

宋炳辉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管理处主任科员

张文海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三处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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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玲(女)广州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旅检一科科长

李翔宇(女)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

蓝　云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媒体公司副总经理

李振宇(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裁决处审判员

钟文华(女)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职工

梁　卓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夜间勤务组组长

李广俊　　惠东县公安局便衣侦查大队大队长

省安全厅1人

吴德安　　广东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大队副大队长

杨中民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谢胜利　　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院长

李建国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博士生导师

姚训琪　　广东实验中学副校长

曾永军　　广东省南粤交通云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阳化管理处工

程管理部经理

连葆华(女)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培训与技能鉴定中心副

主任

刘　伟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严志冲　　中远海运 (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韦　扬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三亚项目部机务主管

李　炜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勘察测量分公司技术部经理

谭剑锋　　广东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总坞长

欧倩钰(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广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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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支行国际业务部经理

梁健宇　　白天鹅宾馆行政总厨

宫贵博　　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冯彦韬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加油站

操作员、经理

贺　勤　　延长壳牌 (广东)石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建华　　广东省华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荣海　　广东省信用合作清算中心经理

丘小广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赖耀平　　广州大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马海毅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科

诺勘测公司院级资深专家

张伟国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深水工程技术中心

技术支持室经理

刘志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网络运营部总经理

梅　倩(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力资源

部管理主任

邓洁玉(女)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户经

理

阳小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财务部经理

陈国新　　广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岩土力学研究室主任

陈华茂　　广东省广垦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黄焕华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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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海波　　广东省飞达轻工产业加工厂十一车间主任

邓海燕(女)广东省地质工程公司审计科科长

黄劲超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广东公司技术管理员

罗　灿　　广东民航机场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　秦(女)民航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通信网络中心工程师

汤　斌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建设工程管理部土建

工程师

程维财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务段广州运用车间机车

司机

吴燕星　　广州铁路 (集团)公司广州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

线路捣固二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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