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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取得国有企业三级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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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家荣 男
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务部主管
三级 201803009305

2 余旦妮 女
广东新路广告有限公司

法务
三级 201803009306

3 庄武 男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综合事务部主办
三级 201803009307

4 黄友梅 女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副主管
三级 201803009308

5 郑颖 女
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

合同与法律事务专责
三级 201803009309

6 李庆峰 男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务部职员
三级 201803009310

7 张宇灵 女
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三级 201803009311

8 林辉宇 男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务部、证券部部长
三级 201803009312

9 周迪瑜 女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三级 201803009313

10 黄元靖 女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14

11 黄振清 男
广东广物物流有限公司风险防控部总

经理
三级 201803009315

12 孔敏之 女
广东省燃料有限公司石油化工事业部

石油化工二部副经理
三级 201803009316

13 陈敏 女
广东物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

事业部副总经理兼石油化工一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17

14 梁素丽 女
广东广物金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档案管理
三级 201803009318

15 杨波 男
广东广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律部副经理
三级 201803009319

16 李彬斯 男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部高级业务主任
三级 20180300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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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胡雄武 男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法务部副经理
三级 201803009321

18 苏宇 男
梧州粤海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法务岗
三级 201803009322

19 赵云祥 男
广东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法务岗副经理
三级 201803009323

20 李枭雄 男
广东江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南海分公

司 车间主任
三级 201803009324

21 邓智君 男
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主管
三级 201803009325

22 关小文 女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务办主任
三级 201803009326

23 李博明 男
广东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综合法务部主管
三级 201803009327

24 殷维 男
广东广珠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部部员
三级 201803009328

25 佘质斌 女
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副部长
三级 201803009329

26 马晓春 女
广轻控股

法务室项目经理
三级 201803009330

27 詹新梅 女
广州市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三级 201803009331

28 周婉娟 女
广州市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室主任
三级 201803009332

29 伦国辉 男
中国广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办公室法律业务经理
三级 201803009333

30 廖惠敏 女
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审计部 部长
三级 201803009334

31 唐思莹 女
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审计部 副部长
三级 201803009335

32 陆倩婷 女
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 主任科员
三级 201803009336

33 陈强 男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企管部高级经理
三级 201803009337

34 骆锦慧 女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

有限公司
三级 201803009338

35 金穗红 女
广州电气装备集团

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法律事务部
三级 201803009339

36 钟圆 女
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负责人、办公室副主任
三级 201803009340

37 张少群 女
广州包装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

事务室主任
三级 201803009341

38 贺军
广州高力电池有限公司

法务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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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杜玉坚 女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务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43

40 郭亮 女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三级 201803009344

41 金添 男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45

42 游伟明 男
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46

43 周剑锋 男
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信用副经理
三级 201803009347

44 张仕标 男
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三级 201803009348

45 刘志伟 男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险

管理部法律合规经理
三级 201803009349

46 何敏 女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务主管
三级 201803009350

47 潘志敏 女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律高级主管
三级 201803009351

48 李昕 女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法务经理
三级 201803009352

49 邱敬文 男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务部副总经理
三级 201803009353

50 赵馨 女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54

51 吴丽蝶 女
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公司

工会法律顾问
三级 201803009355

52 张铁 男
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

法务
三级 201803009356

53 蔡晓丹 女
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

法务专员
三级 201803009357

54 龙定辉 男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分公

司总经理
三级 201803009358

55 李毅 男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三级 201803009359

56 杨阳 女
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整合管理部部长
三级 201803009360

57 萧瑞兴 女
东莞市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三级 201803009361

58 张桥 男
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法务专员
三级 201803009362

59 甘昱 男
江门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三级 201803009363

60 朱晓霞 女
江门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管部副经理
三级 20180300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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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吴志成 男
台山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常务副组长兼副总经理
三级 201803009365

62 刘宗源 男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助理主任
三级 201803009366

63 曾永锋 男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律师
三级 201803009367

64 杨丽 女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涉诉资产及公共资源处置中心副总经
三级 201803009368

65 赵蓓 女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部主管
三级 201803009369

66 梁正锋 男
深圳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合约法律部部长
三级 201803009370

67 汤锐 男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三级 201803009371

68 杨娟 女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产权法律部副部长
三级 201803009372

69 李明 男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三级 201803009373

70 孙晓冬 男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主任
三级 201803009374

71 张子胜 男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法律部总经理
三级 201803009375

72 黎翠 女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务主管
三级 201803009376

73 王勇 男
深圳香蜜湖度假村有限公司

法律部经理
三级 201803009377

74 钟良雄 男 广东顺控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 201803009378

75 冷思凝 女 佛山市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级 201803009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