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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取得国有企业二级法律顾问

职业岗位等级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所评岗

位等级
证书编号

1 曲芸 女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管理人员
二级 201802009215

2 陈雪芸 女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管理人员
二级 201802009216

3 文俊仪 男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营质安部主管
二级 201802009217

4 张晓 女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同预算部主管
二级 201802009218

5 杨少雄 男
广州市市政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法务总监
二级 201802009219

6 邓文红 女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济师
二级 201802009220

7 庞雪明 女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律科科长
二级 201802009221

8 胡莉莉 女
广州市盾建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本部党支部书记、工
二级 201802009222

9 方健飞 男
广州市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合约法务部副经理公司法律顾问
二级 201802009223

10 沈洁 女
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 主任
二级 201802009224

11 梁丽 女
广州华侨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二级 201802009225

12 陆伟华 女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拓展部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26

13 林旋敏 女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主管
二级 201802009227

14 蔡志明 男
深圳市机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安全品质部经理
二级 201802009228

15 刘小文 女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下派

深圳承远航空油料有限公司任党总
二级 201802009229

16 孙红琪 女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法律部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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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耀红 男
广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管理顾问
二级 201802009231

18 陈晖 女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232

19 洪颂伟 男
广州奥宝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33

20 吴伟峰 男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法律顾问、综合法务部部长
二级 201802009234

21 舒梅 女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法务部主管
二级 201802009235

22 李少雄 男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二级 201802009236

23 袁少娟 女
广州万力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室副主任
二级 201802009237

24 陈茹岚 女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部门助理
二级 201802009238

25 张建伟 男
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管理部主管
二级 201802009239

26 李丽英 女
广州发展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0

27 陈志新 男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

公司集团法律顾问兼深免物业经营
二级 201802009241

28 何湧 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风险控制与法律事务部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2

29 叶健智 女
深圳市深投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3

30 赵宇 女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4

31 韩远立 男
广州市北二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综

合管理部副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5

32 申志明 男
广州越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6

33 董莉丽 女
广州越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7

34 郭世平 男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主管
二级 201802009248

35 熊煜 男
深圳市特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49

36 郑向阳 男
珠海公交信禾物流有限公司综合部

部长
二级 201802009250

37 胡伟和 男
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办公室 主办
二级 201802009251

38 陈志琼 女
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二级 20180200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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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金灿 男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审计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253

40 许文颖 女
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

营部
二级 201802009254

41 周穗敏 女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建设开发公司

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55

42 陈鹏飞 男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256

43 何红星 男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

律事务部副主任
二级 201802009257

44 黄西安 男
广东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党群部主任
二级 201802009258

45 李小荣 女
广东省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纪

委副书记/综合办副主任/公司第一
二级 201802009259

46 刘毅 男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法务
二级 201802009260

47 胡通海 男
广东广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法务副主任
二级 201802009261

48 李一梅 女 广州白天鹅酒店管理公司 二级 201802009262

49 陈晓冰 女 省丝纺集团纪委书记 二级 201802009263

50 乔健康 男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部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64

51 李飞娇 女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务部副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65

52 江智高 男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266

53 陈钊丰 男 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二级 201802009267

54 林文生 男
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部长
二级 201802009268

55 邹国强 男
广州广钢置地有限公司

法务主管
二级 201802009269

56 余春 女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部合同法律事务主管
二级 201802009270

57 金玉 女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法律事务主管
二级 201802009271

58 朱洲 男
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

法律事务经理
二级 201802009272

59 程默 男
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党总支副书记（分管法律）、工会主
二级 201802009273

60 杜鑫华 男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部高级主管
二级 201802009274



4

61 汤卫文 女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部室工会主席
二级 201802009275

62 孙吟 女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二级 201802009276

63 陈外华 男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纪委办副主任
二级 201802009277

64 张美清 女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法务专员
二级 201802009278

65 陈颢 女
广州新天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天

河客运站）工会主席兼党群部负责
二级 201802009279

66 刘宁宁 女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与董事会事务部业务经理（三
二级 201802009280

67 王欣丽 女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法律事务职员（三级
二级 201802009281

68 李海红 男
广东民航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合约部副经理
二级 201802009282

69 熊斌 男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惠州

机场公司
二级 201802009283

70 卢瑞芬 女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
二级 201802009284

71 倪宇奇 男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部项目副经理
二级 201802009285

72 黎承毅 男
广东广业云硫广业有限公司企业管

理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286

73 贾国辉 男
广东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法律顾问,兼企业管理部部长
二级 201802009287

74 伍琳 女
广东广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二级 201802009288

75 许克 男
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

纪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
二级 201802009289

76 罗穗燕 女
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兼人力部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90

77 郭振峰 男
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

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91

78 曾志轩 男
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法律事务部

部长
二级 201802009292

79 郝利建 女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二级 201802009293

80 赵庆丰 男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

总经理（原任法务部总经理）
二级 201802009294

81 贺如新 男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与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295

82 彭莉 女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与资本运营部经理
二级 20180200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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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李娟 女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与资本运营部专责
二级 201802009297

84 吴智鹏 男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部安健环主任
二级 201802009298

85 赵清梅 女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沙角 C电

厂生产经营部工程及采购分部合约
二级 201802009299

86 陈敏 男
省交通集团

法律事务部部长
二级 201802009300

87 龙新华 男
省交通集团

法律事务部主管
二级 201802009301

88 杨辉 女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务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302

89 苏冬青 女
广东交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二级 201802009303

90 唐甸培 男 广东大潮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二级 201802009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