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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在线缴付竞价保证金利息退

款不成功名单 

在线缴付竞价保证金利息退款不成功名单 

广州杨柳广告有限公司 吴亚芳 

广州阿拉丁工程有限公

司 

广州波励雅贸易有限公司 曾海田 龙国通 

房浩斌 王亨 陈丽湘 

邹玲 龙湛标 龙永红 

广州南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尊赫贸易有限公司 许嘉伟 

苏伟成 张家华 陈威 

罗宗京 

广州市天火艺术设计有

限公司 陈泽健 

郑锴 巫淑欣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实验

学校 

SENGHUAT WONG 

广州笔打目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 陈家欣 

广东万协贸易有限公司 张新理 广州范计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益翔山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乔东 李照坚 

广州优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凯得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林维炽 

广州鑫希森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赵滔 王艺凝 

广州邦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易建速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彭小明 

壹叁果业（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西雅图酒店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思铎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秋月摄影有限公司 李和平 杨清霞 

广州市来梓君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岷塬建筑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增城分公司 

广州市锐展音响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广州宣妍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卢佩敏 

广州仕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徐慧丽 钟演齐 

广州市嵘久号贸易有限公司 刘永财 刘志华 

广州荣铭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钟福威 列晓明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郑镇江 郭锦聪 

广州优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展潮 

广州黑梓智能化系统开

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锋尚皮具制品厂 高金龙 杨颖 

周洪燕 陈炽添 陈龙 

邱胜达 梁锦添 

广州蓝雅轩鞋业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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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韧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蔡渤 朱见青 

广州市来梓君药业有限公司 杨明江 戴艳玲 

广州淡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琼旺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黄胜玲 李海辉 冯福章 

ZHOU SONGYANG 刘厚清 

广州纬力鑫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周秋萍 张艳蓉 陈巧红 

许伟强 房磊 

广东锦佳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卢石花 曾浩 彭铁民 

ZHEN LI 李家劲 唐雅莉 

陈春兰 付明 郭施敏 

莫志雄 华文胜 唐永红 

黄俊源 

广州市宸鑫贸易有限公

司 

广州全洲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彭炜贤 

广州艺马图文快印有限

公司 李燕芳 

马梦遥 钟海平 容显庭 

梁智伟 李秀珍 涂秋红 

林健 温才利 曾乐瑶 

HAROONYAHYAHUSSEIN SALEH 陈送学 黄锦基 

朱春燕 赵锴 杨晓童 

古茂生 

广州市科信精密五金有

限公司 林伟贤 

广州市宏八利建材有限公司 钟福林 陈钰敏 

广州市乾太五金交电有限公司 邓鉴成 

广州市兆丰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广州市嵘久号贸易有限公司 廖观豪 周晨娟 

广州启慕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谭泽民 吴健华 

李建威 卢俊杰 区展毅 

广州市永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林卓桓 金彩虹 

广州维美精品服饰有限公司 

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南区分公司 万政 

广州市威健医疗咨询有限公司 陈海林 刘丽斌 

廖燕春 林文畅 沈慧文 

彭璐璐 焉宇春 严伟俊 

姚化斌 周舜辉 杨艳花 

陈均炜 巩亚锋 

广东正向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本末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谢文锋 李国慧 

JEONGSOO SAGONG 叶进伟 林培熙 

广州陈力就列贸易有限公司 田恒 赖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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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虹桥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广州恒晟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钟永臻 

广州荔湾区依辰文化传播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 谢燕芳 陈秋枫 

广州优瓦科技有限公司 吴起勇 曾丽 

广州市迪颖服饰有限公司 沈炼斌 陈建松 

谢冠浩 

广州万熠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陈雪媛 

钟永赛 古运花 

广州汇润机电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广州固鑫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彭淑敏 何剑民 

黄绍祥 黎汉威 许滢 

广州市海亦朋贸易有限公司 蒋迎新 钟铭鸿 

高国忠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

司 

广州三帕认证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广东浩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黄素芳 吴俊杰 

广州品渡投资有限公司 林楚惠 黄洪彬 

广州市劳伦士音响有限公司 

广州德拉科工业智能设

备有限公司 郭忠海 

广州市祐恩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邹志豪 

中铁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肖峰 林彬生 

GHARIBYAN ARMEN 巫卓洪 张健君 

广州简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文静 罗世浩 

林广鑫 胡志军 温国伟 

汤静仪 曹彦霞 陈斌 

广东三头六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 邓子亮 

广州图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奥欣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御马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 陈燕 梁江极 

广州鸿码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于桂芳 王洁纯 

广州迈魔历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市同恒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广州骏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胡顺云 雷李 黄碧燕 

曾雪芳 匡静 

广州市瑞鸿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 

广州盈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黄政华 张逸波 

李巨勋 李洁媚 伍艳芳 

朱焕然 陈碧瑶 

广州市矿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广州禧赢嘉建材有限公司 张锦红 曾翠玲 

徐漫丽 卢倩玲 黄海铭 

陈伟坚 江润彬 广州维盛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正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张东华 葛浚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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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悍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鲜果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 洪宝杰 

姬珉 黃亮 曹丽君 

广州百富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蔡庸山 吴伟 

广州市淦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诺川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李佳樟 

陈顶文 江其伟 

广州市创锦科企业孵化

器有限公司 

黄家华 项丽敏 刘汉威 

石进宝 陈仕镇 黄敏崧 

广州市番禺区旧水坑丰达电机厂 伍斯清 龙灿滨 

广州市番禺区旧水坑丰达电机厂 广州旺威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淼凤相裕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旧水坑丰达电机厂 

广州番亿聚氨酯有限公

司 梁浩文 

马志新 陈志平 

广东兆阳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周伙 李丽珊 

谢秋茹 

广州南泰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赵鹏涛 

广州国光智能电子产业园有限公司 KEPING XIE 莫嘉通 

广州华曦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何弘 刘翀 

陈兆宏 陆毅文 

广州艾羽丝纺织品有限

公司 

张澄锋 孔伟兆 李梓健 

陈永曦 陈晓玲 张丽 

麦梓明 冯意锋 唐耀新 

广州瑞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增城市富荣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蒋朕秋 

广州市凯麟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刘雪钗 陈海英 

广州才美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刘付成 孙友爱 

广州达灵刺绣有限公司 黎华庆 罗蕊丽 

广州国机智能橡塑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江婉瑶 周嘉豪 

91440101MA59HR035N 

广州市亿华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李杰广 

黄永棠 马绍腾 周志杰 

广州东方康美医院有限公司 梁永强 

广州市天河安民纸箱厂

（普通合伙） 

广州市健舜佑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陈金凤 吴迪 

彭伟 

广州淇通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天河区珠吉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那乃心 邹文辉 罗嘉慧 

广州市粤建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杨燕华 姚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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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德昌纺织品有限公司 郭星宏 梁伟健 

广州圣桥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庆豪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朱承浩 

广州纽兹霖营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汤志明 谭壹海 

广州市红海企业有限公司 何宏达 魏一梅 

广州市卡门诊所有限公司 

广州市尚秋燕贸易有限

公司 卢瑞营 

广州德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曲一洋 刘紫燕 

广州市汇扬包装有限公司 张伟兵 余开枝 

广州市开冠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何国飞 黄伟彪 

李少民 李龙飞 

广东风铃影视制作发行

有限公司 

才 黄炳軍 张云 

韩宇童 杨井周 陈艳萍 

于鹏飞 

广州市加佰创交通设施

有限公司 王沛霖 

意 何村村 彭燕群 

广州市均之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王芬芳 凌利妹 

广州悍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朱顺玲 齐建党 

广州百富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诚通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连增鑫 

广州康迈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丘柔凤 陈海燕 

李芳艳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陈思毅 

广州易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麒麟 曹丽婷 

张澄锋 张淼 

广州市金骏建材有限公

司 

广州市弘昌商贸有限公司 付燕玲 陈秋茂 

广州果果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李婉瑜 

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州馨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李远发 宁国芳 

江海文 广州步林科技有限公司 王振邦 

广州忠媛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王飞 吴伟杰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

心支公司 廖海涛 周世杰 

蔡钊权 秦海深 谢臻 

汉风重卡（广州）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

州）有限公司 李志豪 

广东杰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JAEHEE LEE 杨宇杰 

广州市远航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刘阳添 吴旭锋 

广州市均之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JUNHEE KIM 夏厦 

广州共向美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李伟锵 林锦佳 

广州大众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叶国重 戴惠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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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故乡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广东金碧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永城 

林育海 徐木桂 李裕源 

李俊宏 叶志能 戴莉娟 

韦雄鹏 

广州柔软简史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张文彪 

姚化斌 

广东探能传动科技有限

公司 黎东升 

广东省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协会 江灶华 白露 

广州全面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伊洛奇鞋业有限

公司 庄佳伟 

广州市旭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邓志航 伍晓军 

广州简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坚 张舒心 

广东信佰君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黄伊涵 樊延珊 

广州出众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许培伟 许土权 

广东长兴润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相好日用品有限公

司 陆丽敏 

王腾 陆忠华 余树加 

曹林艳 招宇鹏 许有朋 

黄艳艳 邱嘉乐 赵健 

广州市茂名石化宾馆有限公司 杨文政 

广州越洋无界互联网有

限公司 

广州市梓霖纺织有限公司 邹金兰 蔡培校 

广州市茂名石化宾馆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城塑业有限公

司 温思婷 

广州美宝琳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信辉服饰有限公司 高淑娜 

宋明城 刘伟裕 王健华 

高国忠 曾冬霞 黎明新 

广州市淦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陈嘉琦 

李南斌 王文卫 吴泽和 

陈堂发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

限公司 温利来 

宋海巍 揭春风 梁秀琼 

潘荣灼 林力 江河清 

广州焙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钟远通 周勇涛 

广州乙木娱乐有限公司 雷 梁辉洪 

中铁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李沃汉 刘娟娟 

张以诺 莫远恒 陈磊 

广州市奔航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王豹 卓伟标 

广州康裕鞋业贸易有限公司 黎汉威 广州柯睿科技有限公司 

叶桂清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广州德拉科工业智能设

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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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销售中心 

广州市维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颂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州启明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 

张新 曾宪容 黄厚鹏 

旷紫蓉 江灶华 王少彬 

广州华亿建设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广州市琼旺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张雪钦 

广州市凯军行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粤运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客运分公司 庄钦 

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 

广州粤运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客运分公司 洪明 

陈顶文 李俊 

泰美（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远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于桂芳 林娟 

广州市维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徐苑频 朱凤娟 

李俐 

广州利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宋杰义 

何艳银 刘厚勇 李健东 

徐炳华 郭懿琳 骆志球 

林嘉辉 广州君华科技有限公司 邝绮蓝 

刘晓华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刘湖海 

李文静 李宗强 广州康维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甸通商贸有限公司 禤汉星 黄佳豪 

陈树铭 时代 谢强 

91440101MA59HR035N 徐桂全 梁世杰 

韩忠武 

广州市吉瑞电子有限公

司 曹杰 

广东金玉旅运有限公司 李庆霞 廖良清 

广东金玉旅运有限公司 

广州艾笛森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李永 

广州凯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林庆冰 林中绪 

广东中煤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潘晓娜 王诗雅 

广州正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梁晓栓 王智军 

袁丽娇 唐金城 丘祖民 

广州森桦会贸易有限公司 刘志强 李景艳 

广州市生发餐饮有限公司 李帆娜 唐蓉 

陈俊成 吴学敏 罗冕霆 

广州果果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梁彩兰 

钟丽新 房磊 李消微 

陈创坤 曾嘉乐 孙科 

广州市健舜佑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兴方建贸易有限公 李丹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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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广东金玉旅运有限公司 邓良 蔡勇杰 

广州圣桥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ZINGSOON LOH 广州沃纳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百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张娅 姚君皎 

樊万丽 王芬芳 吴洁虹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州灵点科技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廖艳鹏 

黄登峰 赖锦涛 谭龙镝 

陆妙龙 刘斌 徐枫 

黄艳芳 谢丽梅 林艺如 

广州市路广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建荣 许先墙 

周彦衡 

广州江恒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科马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 

沈陆翔旻 

广州市华平食品有限公

司 温志雄 

广州市坤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一路向南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陈慧珠 

广州顺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旷伟 

广州市爱发餐饮有限公

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上海鲲娱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黎凡星 

罗健儿 

广东合洪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奥昆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火山服饰有限公司 

GHULAMMUJTABA 

MIRZA 骆雪云 

广州威驰贸易有限公司 陈东恺 范惠娟 

梁梓坚 黄伟杰 张茵 

潘洁如 

广州市爱屋爱屋有限公

司 吕月红 

陈炜贤 伦俊杰 陈颇 

李颖君 

深圳西雅图酒店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李振锋 

广州市壹树码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钟炳滔 胡洁莹 

广州长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仕镇 陈伟峰 

唐芳 广州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邓建平 

黄萍 陈秋妮 雷菲菲 

腾龙大道汽车服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河湾酒店有限

公司 彭海 

MOHAMED 

SADIQMAHMODABUSHRK 

荣清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广州市生发餐饮有限公

司 

广州松沃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豪诚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广州市钦发餐饮有限公

司 

黄德勇 广州威威机械设备租赁 广州市安发餐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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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司 

金净羽 罗伟棠 林小凯 

宋明城 李艳银 陈云良 

广州金朵电脑刺绣有限公司 王飞 曾水清 

广州君励皮具有限公司 邹斌平 田罡 

广州市合筑建材有限公司 陈观恵 梁嘉鸿 

广州蓝瀚纳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郑志佳 冯亚敏 

广州卡门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王熙 伍海明 

潘洁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徐辰龙 

成洁仪 

广州锐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郑盼 

陈俊成 江灶华 吴尚钦 

肖子毅 林嘉俊 陈亚芳 

卢穗珺 广州怡诺服饰有限公司 苏春柳 

广州巨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曾聪 徐境苹 

广州市勤诚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邓俊川 石建飞 

广州诚偌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加佰创交通设施

有限公司 张积洋 

王莉 广州俊欣物流有限公司 刘安琪 

石进宝 广州质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益地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 

钟绍琴 杨文聪 

广州市锋晴服装有限公

司 

广州雯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林兆章 梁程裕 

广州车天下贸易有限公司 房绍龙 高伟英 

蒋彬彬 乔东 郭捷姬 

广州摘星者信息有限公司 官子兴 周耿佳 

广州清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茜 王乾 

广州车天下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 李远坚 

广州云壹惠商贸有限公司 刘积佳 刘伟明 

姚化斌 

广州优诺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余齐 

广州易哲贸易有限公司 何弘 

广州福华基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华芯半导体研究中心（广州）有限公司 李世华 

广州市新起点服装有限

公司 

广州雪杉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奈思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李静雯 

广州 谢传海 胡学兴 

广州松沃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东翰粮油有限公司 张荣兴 

上海宝原体育用品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分 李媛媛 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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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林少安 杨泽纯 许伟宁 

广东中奥国际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广州帝测科技有限公司 邓成有 

黄明新 何斌 李悦 

广州广凡服饰有限公司 李卫福 廖林 

SENGHUAT WONG 谢文锋 叶志勇 

广州市安发餐饮有限公司 谢章劲 

广东中奥国际体育推广

有限公司 

袁丹 

广州启睿健康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吴颖琰 

广州车用件贸易有限公司 袁永南 黄健雄 

MOUHAMAD ALACHKAR 赵徳振 王鑫 

叶桃李 叶志能 王媛媛 

陈锡胜 广州圣彩广告有限公司 陆月芒 

广东毅达汇顺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广州辉腾法律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刘政杰 

余开贵 广州旺威商贸有限公司 郑小霞 

广州途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吴鸿敏 凌芸 

广州市茂名石化宾馆有限公司 广州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陈庆华 

广州市靓彩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书香智荟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张佳胜 

樊嗣营 

广州光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占虾仔 

周秋萍 陈佳敏 谭红兵 

樊嗣营 

广州乐施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吴路莎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州明湖科技有限公司 李杨杨 

广州市华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熊芳 潘嘉欣 

徐培根 余焕英 卫锦杰 

刘莉君 

广州中电一线科技有限

公司 庄海金 

陈广标 郑镇元 黎书勤 

周秋萍 马俊峰 卫骁劲 

广州拓开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珺雅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苏晓晴 

广东佰卓律师事务所 何金 江洋 

陈希芬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谭国宣 

廖善蕾 曾石金 汪双洋 

王超 

增城市富荣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彭倩 

倪金魁 王钊 刘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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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基础工程公司广州

分公司 余雁 

聂晶鑫 郭炳 卓伟庚 

吴俊英 

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

司 史祥宇 

吴娟娜 文国平 姚志明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佩旋 田孝雄 

广州市开冠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刘军 苏晓雯 

陈志强 陈锦 栗若倩 

李宗煌 廖福来 朱建平 

广州富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李以民 

广东昱茂商贸有限公司 吴艺锋 曾德辉 

檀沙沙 黄晓东 冯惠兰 

广东驷泰麟科技有限公司 欧梅静 詹晓韵 

杨艳美 李盛 冼维坚 

广州百富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国粤（广东）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蔡春国 

黄艳艳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胡俊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州三的模型设计有限

公司 詹丰泽 

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片冈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林静茵 

广州长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洁盟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 冯梓玲 

广州全面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邱康海 卢福祥 

钟绍琴 广州旭辉广告有限公司 刘小勇 

广州朵研朵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宇峰 王彦钧 

项琪 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宋昂泽 

广州悟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荣 曹海鹏 

洪作果 颜世民 

广东华夏友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合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华强 梁耀铭 

广州市永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名竣消防安装有限

公司 麦文场 

广州卡宾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杨正 路新套 

刘莉君 梁婧 王接廊 

王莎娜 方耀国 

广州市佰圣贸易有限公

司 

袁露 广州市祥友医疗器械科 徐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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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广东卫星传媒有限公司 范杰 汪金炜 

梁志彬 

广州市拓创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 广州聚合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市澳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赵徳振 徐育新 

广东优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 陆诗华 

广州粤煜砼建材有限公司 黎官峰 刘涛 

熊勇 吴朝弟 韩光杰 

广州市开冠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刘进祥 刘尚诚 

罗素英 

广州茗嘉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曾灿 

广州车天下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帛达皮具有限公

司 陈梓莹 

广州弘鑫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勇基建筑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 胡燕珊 

广州德逸商贸有限公司 江润彬 曾德荫 

广州云壹惠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安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陈浩城 

叶桃李 徐金海 刘锡亮 

封春飞 张富林 冯志恒 

林楠 

广州市琪智玩具有限公

司 王爱国 

钟成斌 罗应旋 罗莉琴 

广州易哲贸易有限公司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胡鹏 

广州简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倍尔康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蒋韶香 

广州怡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粤通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张亚衡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维 郑敏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富滋雅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 陈秋廷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梁杏花 潘冬冬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赖湛泉 周亮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詹小红 邱泽慧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赵延卫 邵健发 

邹永威 徐启莉 黎鸿连 

广东中奥国际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朱伟文 贾风瑞 

余开贵 肖琦 何春雨 

姚化斌 罗伟棠 葛凡凤 

谭景聪 

广州市琪智玩具有限公

司 卢叶恒 

黎承光 广州新赫铖宇信息科技 马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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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鸿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叶志能 方王琪 

广州市柏权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万花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夏卓峰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潘焯敏 樊玉兴 

广州市梓霖纺织有限公司 刘娜 刘明明 

广州睿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方文叶 陈君麟 

广州市林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珈仪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董丽娟 

广州森桦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艺先教育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广州锐丰生态环境有限

公司 

陈家伟 戴超英 吴紫蓝 

广州市淦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展程工程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

部有限公司 

广州金元盛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林嘉嘉 

广东中建品诚置业有限

公司 

欧培仪 

广州市鸿兴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梁敏玲 

广州善道楷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骆惠娥 蔡洋 

MDNAZMULHOQUE MITHU 

广东嘉联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赵炜彦 

陈堂发 李浩 罗浩 

栗勇平 舒畅 江志全 

许幸福 房绍龙 谢加林 

广州蜗蜗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金鹏（花都）律师事

务所 陆志霞 

李运超 刘丽 王韵滢 

江志铖 刘付成 查秉金 

吕良会 刘渊 王锋 

卢志琼 陈晓江 郝俊丽 

卢忠原 

广州奈思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赖晓玲 

郭增辉 

摩雷斯运动用品（广州）

有限公司 林佩纯 

廖晓宇 陈秋余 广州迈林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华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集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广州马邦汽车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俭梅 范丽娜 

林丽旋 欧梅静 黄飞 

林淑妍 詹浩鹏 苏松楚 

何淑贞 雷 江仕元 

广州森桦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顶起广告有限公

司 欧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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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文 苏健隆 陈立扬 

黎锦康 张豪忠 陈平耀 

岑助产 卢尚磊 王红梅 

广州焱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创机构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广州中岳贸易有限公司 

刘军 谌丽群 方媛媛 

广东中奥国际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广州市拓创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 蔡小燕 

吴伟群 

广州中电一线科技有限

公司 张永权 

广州市禾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锦霞 张晓娟 

广州筑品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姚卫文 陈敬云 

广州市永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张家华 曾锦锋 

广东瑞信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铁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龙俊超 黄海威 广州永耀金属有限公司 

李晓生 麦海媚 邓小太 

李洪涛 黄强 张乐计 

姚化斌 龙湛标 冯陆 

叶润发 徐慧丽 林彩凤 

广州出众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增城市富荣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刘婉娴 

广州市柏权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隆焱贸易有限公

司 李璧君 

林少燕 许细妹 何毅俊 

绝代双骄（广州）品牌服务有限公司 李权荣 李文富 

徐伊伦 黄君仁 黎敏 

曾桂欢 李明 赖小娴 

广州虹丽莎鞋业有限公司 曾翔 邝伟男 

曾陶 原嘉欣 朱志杰 

刘小飞 梁晓敏 张宗军 

广州市万条路进出口有限公司 范杰 陈小田 

广州市恒轩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广东六维万行科技有限

公司 唐伟红 

陈顶文 曹希保 何东 

HYOJEONG KIM 谌丽群 邹笑影 

钟绍琴 郑招土 杨振宇 

SENGHUAT WONG 伍丽婵 侯琳 

广州合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梁伟书 李家杰 

广州亚光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琪智玩具有限公

司 梁志强 

刁宇丹 

丰田通商（广州）有限公

司 王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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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碧锋 吴武标 蔡少媚 

采伟 潘焯敏 

AHMEDATEFELSAYED

GOMAA ELSAYED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周梅虹 王克阳 

昌荣尚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李静敏 余咏鸿 

广州墨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刘渊 颜娟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区潮庆电动车

商行 冯睿豪 

王剑江 

广州方欧广告有限责任

公司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周彦衡 广州广垦置有限公司 曹润焯 

钟杰 李丹 郑平 

广州璞冠服装有限公司 李晓燕 柯伟模 

广州市硕企科技有限公司 万能 欧阳彩霞 

广州悦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铸坤贸易有限公

司 汤水云 

蔡龙灿 冯椅华 谭晓兴 

广州莱朗贸易有限公司 李伟锵 郑静琼 

余勉 

广州市宝沃科技有限公

司 马赫男 

AKRAMMH TAHA 

薪宝信息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林足 

广州才美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房磊 欧志军 

广州荣铭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龙湛标 

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

限公司 

广东美胸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钜鑫科技有限公

司 苏健智 

广州卓玄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黄雄城 

广州德盛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谭一峰 

广东新鸿建设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郑皓君 

骆逸妮 唐丽东 陈美霞 

深圳市新日升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广州市伊洛奇鞋业有限

公司 杨瑶君 

广州市安信租赁有限公司 傅林忠 邓学娇 

粤水电建筑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李小娟 郭翠萍 

何世祥 李景桐 邱国荣 

广州市青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钜鑫科技有限公

司 郭志雄 

广州市卫通安全智能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李欣 李敏婷 

马嘉明 罗聚源 姜维 

封春飞 谢燕玲 张梓豪 

边俊迪 广州市鸿森服装有限公 吴盛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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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广东中煤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振湘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彭文景 

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分公司 罗文彬 胡卓 

广东新供销金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合创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骆丽芳 

周秋萍 陈海成 单群 

SENGHUAT WONG 

广州市同兴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 谭琳 

姚化斌 曾居隆 

广州立捷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 

黄晓雯 

广州集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雷皓然 

李浩伟 

广州市创坤金葱粉皮革

有限公司 吴江华 

广州悦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绿网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具亨模 

广州市泰尔同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黄春茂 何凌枫 

周彦衡 

广州罗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麦勇生 

方壮坚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刘文豪 

广东胜捷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隆焱贸易有限公

司 

广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林伯添 林小玉 翁智君 

曾凡炼 梁骏永 梁鑫 

贺伟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萝岗区源华水泥

预制件厂 

广州市奔航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

司 徐鉴英 

广州凯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

司 陈恩哲 

骆艺仁 周志富 雷剑兵 

彭丽思 曾献彬 陈紫瑜 

叶银英 张家华 祝惠杰 

曾凡业 

广州科邦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陈剑军 

刘伟仪 

旭升（广州）策划营销有

限公司 吴子辰 

秦洁仪 

广州中隆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 郭伟松 

曾永毅 广州中电一线科技有限 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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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广州市凯军行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玉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麦志洪 

广州腾于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岑永笔 黎俊超 

黎国收 吴叶 罗奕昕 

钟绍琴 钟远通 许国庆 

叶桃李 

广州鼎华领先生物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李其积 

恩尼世饮料有限公司 吴永武 卞在典 

冯杰夫 

广州万花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艾姜利 

LAYTHWAHHABKHUDHAIR 

ALMASHAHEDAH 田贤超 冯镇全 

广东信佰君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赛风（广州）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邹京岚 

广东寰球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通智能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陈贵良 

广州诺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灿华 李彦杰 

广州市丰泰台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向建伟 苏小先 

MOUHAMAD ALACHKAR 广州中佳机电有限公司 黄娜 

李仰延 

广东恩维乐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王文博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刘雪钗 

广州扬辉冷链运输有限

公司 

钟柳银 张钦豪 方腾卫 

广州炫宇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崔晓霞 廖勇 

广州市京成轩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徐志锋 史佳 

利广民 LEANNE LI 吴健文 

林晓心 黃亮 姜东支 

广州森桦会贸易有限公司 李水玲 陈映芬 

广州绿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官国店 周东声 

广州顺喜医疗科技有现公司 

荣清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魏顺堆 

梁俊生 朱恬 易宜丽 

黄敬涛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

司 赵愈彬 

曾曦 曾宝纯 

广州众星彩钢板有限公

司 

广东卫星传媒有限公司 柯义程 黄晓梅 

广州筑品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刘锦涛 潘荣山 

广东佰卓律师事务所 吴学敏 骆彩玲 

广州市茂名石化宾馆有限公司 陈建荣 

广州市天厨供应链科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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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广东中建西部建设有限

公司 黄媚 

广州市粤澄升贸易有限公司 樊惠斌 杨淞仁 

广州市友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邱其兴 王志颖 

广州市瑞舸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盘古服饰有限公

司 兰盈强 

谢瑞琼 谢文锋 金利萍 

广州长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聚流水族用品有限

公司 陈蕴 

鲍泽娟 

广州市乐道投资有限公

司 吴天彤 

广州卡门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智兴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广州吉兴汽车内饰件有

限公司 

班玉兵 

海南中远海运沥青运输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张燕娟 

广州市开冠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五方和实业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郭培亮 

广州车天下贸易有限公司 张伟明 刘毅 

广州才美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魏雯洁 梁金菊 

广州市靓彩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鸿锦印刷有限公

司 张东沈 

广州嘉银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段美媛 张爱连 

博威（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李晓静 蒋晓华 

广州华图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孙兴耀 陈家驰 

陈惠仪 

广州市朗途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李炎 

廖森荣 朱蜜 辜月仪 

唐武财 徐家忠 唐小倩 

朱浩昕 陈蓥 广州阳齐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盈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恒滤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邹娟 

李欣 

广州市金莎口腔门诊部

有限公司 刘恺然 

广州才美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叶志能 王绥煇 

唐启欢 宋卫清 余沛娜 

广东京广建设有限公司 吴燕如 容作庆 

广州富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张李赟 

广州市祐恩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宏景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罗康祺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 姚卫文 

广州增城闽发电脑织唛

厂 

广州瀚信置业有限公司 李军营 邵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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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机智能橡塑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梅石洋 宋艳随 

广东恒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小风 李毅恒 

广州精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徐满康 郭丽燕 

广州市捷世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李权荣 杨茂誉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邝力恒 钟丽媚 

徐育彬 陈晓江 曾桂珍 

张廷 邢成成 吴晓桓 

张永建 张秋平 李采励 

黄艳艳 林世杰 张琼 

杨丽 

阿莎丽（广州）贸易有限

公司 叶康为 

广州南知广广告有限公司 肖丹妮 李皓贤 

邱小芳 李丽芬 杨自强 

广州车天下贸易有限公司 TIANTIAN LIAO 陈伟璇 

广州市凯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书香智荟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邓金红 

黄绍祥 吴学敏 

广州市合骏钮扣有限公

司 

陈堂发 赵慧明 王晨 

广州正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甘炳钊 李明蔚 

唐晓玲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董强 

广州简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胡晓东 庄经航 

罗成杰 

广州市白云众力液压工

程部 陈吉鸿 

李俊宏 简天德 吕晓欢 

广州弘鑫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彭延龙 林创丰 

江经华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

州）有限公司 赵鸿图 

范慧婷 张东华 周子龙 

吴彤 陈珍 关皓彬 

韦素丽 帅皓 张田贵 

伍国标 陈美玲 原润康 

赖佳建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巫晓霞 

朱银英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周洲 

广州鑫汇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翔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王锦滔 

广州卓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绿网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朱桂兰 

广州市恒轩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黎汉威 河哲浩 

欧培仪 广州亿诺电气有限公司 劳瑞婵 

广州森桦会贸易有限公司 陈志远 周锦汶 

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黄科 广州市华创动漫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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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吴国翔 易红瑞 姚彩凤 

王兴明 罗伟棠 林芷君 

蔡柳蓉 梁骏永 王伟 

朱晓静 池妙玲 文义飞 

傅烽成 

深圳市平地起人力资源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戴瑞胜 

梁志彬 王国相 张饶宝 

周萍伽 

广州市亿升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邓莲 

关伟良 邵淑波 冯妹妹 

杨冰倩 

广州源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彭少华 

广州嘉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睿骋商务会务服务

有限公司 黎泉辉 

广州市耀裕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蜜獾时尚科技有限

公司 伍金海 

琴恋琴行（广州）有限公司 龙佩 谢春联 

广州市效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嘉铭 陈建如 

广州市紫矿建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漠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许艳 

黄永峰 赖湛泉 马权 

广州驾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远 梁日信 

SENGHUAT WONG 徐宏 侯鉴 

广州市美腾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李燕珍 张法旺 

黄永峰 饶晓蕾 林晓敏 

吴彤 黃盛义 李雄英 

何键 钟思就 陈粮庄 

广州好了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梅美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赵雅清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房磊 向红梅 

广州市繁豪贸易有限公司 粱敏丽 林静 

广州卓玄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钰隆管业有限公

司 陈永泉 

广东维纳斯摄影有限公司 廖满香 黄锦平 

石进宝 莫昌友 叶茂凯 

江木秀 张峻玮 肖广群 

温奕江 李秀耘 李芳业 

黄华芳 陈偲嘉 周宏裕 

YONG JOON LEE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郑东霞 

吴铸锜 胡梦梁 张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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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清 张艳丽 文学龙 

南鼎体育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 陈晓 曲姗姗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兴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钱志坚 

博威（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

司 梁永乐 

苏苗苗 陈耀聪 

广州市丰味园食品有限

公司 

杨琴 刘爱华 谭锐 

广州市保事发商贸有限公司 乔东 

广州长华商业运营有限

公司 

黄笑莹 黄惠娴 林巧兰 

曹志成 

广州穗通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 卓甲梅 

梁志彬 明耀辉 陈森涛 

叶桃李 王知县 聂云姣 

广州马特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陈丽媚 罗士 

博威（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扶卿华 赖广生 

郑静吟 

广州诚通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谢红梅 

吴芳 

NASIR 

MOUSSABELLOABAKA

R 张金林 

广州市慧胜实业有限公司 李秀耘 林平国 

冯雁陵 

中铁二十局集团南方工

程有限公司 梁富园 

广州富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铁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杨光良 

马楚君 

广州市天河区达顺装卸

服务部 卢兆坚 

广州简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傅妙武 王丽娟 

范恒健 陈永杰 李山山 

邵建英 原嘉欣 张智勇 

MOHAMAD KADRI 陈远 吴芷晴 

黄日强 

广州永诺净化设备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念宝峰 

YAOZONG LEI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罗嘉茜 

张雪 姚卫文 刘宏建 

广州恒朝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戴晓慧 赵亭 

蔡如奕 

广州文和友餐饮文化有

限公司 

广州润和颐能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BURAK OTUK 冼艺瑜 润通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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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分公司 

钟健斌 

广州展程工程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陈仕瀚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罗新满 刘少燕 

林青霞 张景智 潘英兰 

广州广嵘贸易有限公司 陈海成 陈水合 

唐仁昌 阮晶晶 陈秋玲 

严敬朋 

广州天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冼灿基 

谢先金 

广州钰耳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王日钦 

陈广标 

广州市泽信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陈国章 

叶润发 

广东庆豪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刘亚平 

广州瑞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毕笑珍 尹邦喜 

广州市凡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赖湛泉 毛义静 

邓光燕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

州）有限公司 杨婉华 

陈锡胜 

广州圆业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官冠寰 

钟成斌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雷玲娜 

广州广凡服饰有限公司 李晓静 陈显斌 

陈颖欣 梁骏永 谭梓扬 

莫伟中 粱敏丽 

合天下（广州）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刘莉君 

广州光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李成刚 

广州集艺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盛业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黄俊东 

封春飞 黎汉威 刘远雄 

钟莹 刘嘉宁 叶伟明 

广东镭鑫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伟明 郭泽宇 

广州市衣连萌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廖梦迪 

广州市启园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帝豪家纺有限公

司 徐帅 

凃岚 

瑞业模型动物中心（广

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暑毫 

广州晟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周俊伟 匡源清 

广东新供销金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光明 杜建威 

广州微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陈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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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陶 吴学敏 李凯 

林肆芳 黄嘉玲 黄潮新 

广州筑品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嘉丽 曾鸿燊 

邱碧锋 广州驾驾科技有限公司 马文军 

李＃安 张强 陈耿武 

黄锦炜 郑倩倩 麦晓霜 

广州添虹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

司 郑浩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石韦利 朱家俊 

广州鸿铁通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赵雄飞 刘剑辉 

凌志鹏 

广州长峰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张瑞培 

綦敏 张海华 黄映旭 

蒋显勇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黎灿琳 

周勇 黎桂洪 袁智敏 

任敏洪 

广州市源沅财务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领思商贸有限公司 

崔元涛 张东华 张水任 

广州蜗蜗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驰威皮具有限公司 黄传喜 

广州市丹麓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凤临汽配有限公

司 伍绍熙 

广州南沙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地起人力资源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方帅磊 

贺伟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余劲松 

张敏玲 

广州诠释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汤达荣 

广州晋跃贸易有限公司 房磊 陈晓玲 

吴少波 皮川云 陆伟贤 

广州市永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林玉春 郭亮 

广州善道楷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广州市吉瑞电子有限公

司 廖洁 

绝代双骄（广州）品牌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优诺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乡贵平 

广州宁梵服装有限公司 徐满康 丁清盛 

梁伟邦 

广州喜多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 李文桦 

李勇 

广东东和茶叶有限责任

公司 梁健华 

广东瑞信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黄大灵 陈嘉俊 

朱晓静 广州意斐旎商贸有限公 饶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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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广州市安信租赁有限公司 莫昌友 胡春明 

林晓心 邓培雄 JUNGHUN PARK 

欧阳睿娟 

广州无问西东电子商贸

有限公司 刘丽 

黄穗东 汤连珍 彭鸣 

黄穗东 

广州蜜獾时尚科技有限

公司 苏学军 

陈楚宏 郭永晖 赖锐涛 

广州元扬建材有限公司 顾焕彬 吴创彬 

广州市鸿英达服装有限公司 李军营 杨燚萍 

广州市鸿英达服装有限公司 朱红 苏健隆 

陈锡洪 

广州市方鸣物流有限公

司 李菲菲 

祁锋 黄敏儿 范钢钊 

封春飞 

广州市宝通智能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李欣 

綦敏 魏雯洁 曹嘉纹 

广州广凡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书香智荟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黎立志 

广州市源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科云晖信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杨文杰 

广州天行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雪洋 褚金 

谢志彭 陈腾跃 周少聪 

甘松丰 广州亦威建材有限公司 黎伟军 

广州宁梵服装有限公司 李思华 徐梦琪 

广州松华电子有限公司 钟荣坚 沈锐敏 

广州国机智能橡塑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光彩南粤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瑞茂通互联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邱碧锋 

广州市琪智玩具有限公

司 

广州瑞茂通互联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丘小青 广州圣彩广告有限公司 陈嘉慧 

姚化斌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陈俊铭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州旺威商贸有限公司 黄剑雄 

邓怡华 李日升 吴穗 

广州鸿铁通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伟钦 

广州市顶起广告有限公

司 

廖文强 刘渊 杨洋 

钟绍琴 

广州市拓创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 王业成 

陈锡胜 潘国华 

广州市加佰创交通设施

有限公司 

ZINENG CHUNG 广州诚安工程有限公司 陈治中 



 25 / 94 
 

广州富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中电一线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科邦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莫伟中 凌士钊 龙颖欣 

广州阿宝时光里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五方和实业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黄永辉 

广州搜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李权荣 李继恒 

黎少村 曾世杰 

广东恩维乐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市泰尔同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徐小贺 屠小英 

喻宗武 

广州市羽淋化妆品容器

有限公司 

广州新赫铖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SENGHUAT WONG 黄盛俊 程芯蕊 

广东丰众传媒有限公司 侯军 乔卓越 

科丝美诗（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

中南分公司 吴嘉颖 

方晓燕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陈思铭 

徐立威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程晖洲 

黄英辉 张嘉华 广州强锡建筑有限公司 

刘子聪 

广州万花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向家兴 

SOHRAB HAJILI 张学 广州荣灿电器有限公司 

平行车服（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领柯维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李儒丽 

周嘉华 

广州市爱屋木业有限公

司 

广州市宝沃科技有限公

司 

陈明英 ZHILI HE 钟思思 

广州爵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

司 樊翔 

广州市启园贸易有限公司 樊届忠 王俭梅 

周彦衡 林世杰 

千城厨具（广州）有限公

司 

钟成斌 

广东漠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杨海燕 

郑海霞 

广州市今大福科技有限

公司 陈晓江 

张进军 邹柯龙 陈永健 

关咏红 罗妙琪 

广东昂际通贸易有限公

司 

朱孟勤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杨杰 

梁玉凤 谢衎祺 广州旺威商贸有限公司 

罗敬宜 黄文标 广州市吉瑞电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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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和荣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梁毅林 蒋威 

广州华泰兴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王海宽 顾妍坤 

贺伟 

广州市爱屋木业有限公

司 徐姣 

黄益兵 钟咪 

广州熠轩泽商贸有限公

司 

广州森桦会贸易有限公司 罗伟棠 钟广鹏 

凃岚 李芝芳 陈蔼琳 

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易红瑞 于晓娟 

王凤珍 

广州市旺盛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 刁柳萍 

杨小青 余梅华 

广州粤达企业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 

陈锡洪 刘丹 何旭岑 

广州市维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广州市创坤金葱粉皮革

有限公司 李若琳 

广州海视传媒有限公司 于桂芳 

广州市茉纳珂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谢志彭 

广州市今大福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ERAJ RAHMATOV 李雪梅 许辉 

徐丽娟 

广州全明合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 何宏达 

刘康 许伟光 

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

司 

吕贵萍 龙康霞 陈灿华 

李家东 吴穗 范海燕 

刘莉君 

广州市领柯维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朴银姬 

林晓心 

广州市加佰创交通设施

有限公司 

广州秦一丁商贸有限公

司 

广州才美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NASIR 

MOUSSABELLOABAKA

R 萧晓岚 

广州玖禾众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科邦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孙俊展 

王晓荣 李菲菲 

广州市铸坤贸易有限公

司 

广州悦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程晨 唐隆 

广州市联控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

州）有限公司 曾世杰 

广州广凡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 王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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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广州市紫航皮具有限公司 黎汉威 朱晓旭 

广州市安发餐饮有限公司 

广州杰生路桥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 黄茂谦 

广州市宝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云慧 邓卿成 

黎少村 

广州佛新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敏特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黄品 于桂芳 宋金彩 

李亚琴 周志富 

广州佛新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吴振东 

广州彩点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肖丹军 

谭晓晴 

广州市日晶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李晶莹 

张美玲 王炳真 肖畔青 

广州泓江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许泳龙 凌辉英 

广州硕富贸易有限公司 陈婉云 李选富 

广东华夏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艳锋 陈培根 

邓孜 

广州集鑫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龙丹 

朱蓉蓉 

广州荣信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金晶 

黄伟强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郭扬 

郭增辉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王飞 

曾媚 王俭梅 胡英 

广州市泰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市同恒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广州龙辀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谢恩慧 岑永笔 

蒲小波 

广州市拓创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 陈莹 

倪浩钧 

广州市铸坤贸易有限公

司 彭兆洪 

广州市嘉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徐志锋 林忠秋 

古伟健 萧晓岚 陈东东 

胡文锁 

广州圆业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伍佩如 

叶枫 

广州川弘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凌聪 

广州市梓霖纺织有限公司 黃亮 胥成 

何均勇 

广州市中博环保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郑丽敏 

广州致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同恒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陈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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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名绅港贸易有限公司 林丽娜 宋亚虾 

温景伦 李儒丽 神兰英 

威士奇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胡海燕 包德桥 

广州圣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秋宇 刘伟强 

广州和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雄盛宏景投资有限

公司 刘宇辉 

黄嘉玲 钟丹粤 梁志波 

陈新凤 冯泽敏 李文清 

广州程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MING CHEN 

广东中科天元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广州盛美华阳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亿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庞宇坚 

李鹤章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贺召红 

国信汽车租赁服务（广州）有限公司烽

火分公司 陈俊豪 马丽娜 

国信汽车租赁服务（广州）有限公司觅

语分公司 

广州天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沈创鹏 

国信汽车租赁服务（广州）有限公司妮

妮分公司 

广州洛溪美邦标识设计

有限公司 刘惠明 

广州市沁高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高雨 吴明辉 

广州国厦地产有限公司 黎桂洪 吴汶憬 

罗家杰 颜丽影 盘妮 

陈霞琼 甘沛洪 戴展鸿 

李均淘 何桂尤 麦康德 

刘莉君 徐满康 

广州太信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林晓东 王飞 李鹏 

广州优创盛维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方欧广告有限责任

公司 谢云云 

广州直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梁斯慧 郑焕钦 

广州市三沁计算机有限公司 

广州派安贸易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广州美珂臣皮革有限公

司 

金小涵 卢展阳 郑晓紫 

广州市华凤铝箔科技有新公司 范慧义 李醒龙 

陈军 肖丹 庞伟文 

露安适薄皮肤个人护理用品（广州）有

限公司 刘文仪 黄晓荧 

广州顺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庆豪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黄生忠 

陈裕娣 邓春瑜 胡露 

陈小芬 黄华金 陈绍仁 

黄春容 广州集创信息技术有限 赵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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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陈炜峰 邱全利 陈木林 

叶少强 

广州市高峰实业有限公

司 黄智勇 

广州国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廖文滔 朱海雄 

广州建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圣彩广告有限公司 何磊 

张嘉杰 何廷忠 李典友 

李翠琼 

广州优诺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洪燕娥 

国信汽车租赁服务（广州）有限公司冰

雪分公司 冼艺瑜 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何景星 

薪宝信息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钟剑平 

刘建远 林剑 林贤玉 

方武宣 

广东东和茶叶有限责任

公司 许永加 

唐春茂 郑倩倩 李南 

广州上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杨达 

张毅臻 

广州沣林工程勘测有限

公司 李志峰 

梁春岚 JUNHEE KIM 

采埃孚销售服务（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钟成斌 肖丹军 黄鹏 

游秀群 李小鹏 黄坤强 

广州市亚乔辛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东森新材料有限公

司 左俊芳 

黄胜添 陈剑平 罗理想 

广州华乐充气制品有限公司 张燕 张小会 

毕焰浩 迟东宁 周凤霞 

李宪 樊惠斌 崔丽霞 

庞勤 彭小光 陈惠鹄 

广州东曦贸易有限公司 张运楷 王圆圆 

BONGJIN KIM 

广州集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翁治锋 

蔡雷斐 孙国汉 叶凯 

徐慧 王建雷 

广东百通人防工程防护

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金武帛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梁珊珊 汪小娇 

国信汽车租赁服务（广州）有限公司品

宣分公司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周洁文 

黄瑞红 郑贺严 贺算 

马建 邓力迅 李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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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南庆 

广州安时达国际供应链

有限公司 徐伟儿 

广州市宝发餐饮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彬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沈凤兰 

9144010MA5AQDWA88 杨飞明 隆万记 

李智江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张晓彬 

黎桥妹 黄志耀 吴琼玲 

广州浦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中海南联能源有限

公司 张乾将 

陈爱琴 李国劲 白洋 

广州宝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陈思婷 袁燕妮 

王伟槺 

广州市妆妍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张培彬 

广州凯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施俏停 陈海鸿 

广州德乐家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长科消防器材有限

公司 

广州市八方制衣有限公

司 

广州合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叶茂烽 林德秋 

陈懿媛 罗伟棠 林雅茹 

蒋彬彬 钟曦 黄栋楠 

广州爱之光健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李安兰 陈曦 

广州穗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延建雄 李训峰 

毕焰浩 潘小刚 龙云腾 

陶云 李泊霖 苏少敏 

广州丰汇纺织有限公司 何军榜 徐财盛 

吕远东 区焰均 李冬妮 

周奥 

广东路瑞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方嘉聪 

谢佳蕊 陈吉 官佳情 

广州市永健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唐以翔 杨宇鹏 

潘思穗 赖沛添 郭威武 

何艺盼 张政 叶纯燕 

李智江 

广州开发区交通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曾文广 

陈裕娣 

广州百元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吴轩 

HOSSEIN ANBARDAR 朱军华 徐月亮 

广州冠盛电子有限公司 曹耀斌 

广州众优五金制品有限

公司 

广州市商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蔡旭平 朱龙 

陈集鹏 杨伟力 唐文 

钟瑞基 

广东省羊城健康投资有

限公司网络文化分公司 朱宝花 

吴嫘 雷慧 郑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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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嘉恩 杨亚洲 广州日昱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国机智能橡塑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赫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潘祺 

缪安辉 周丹 梁烁章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花都实验学校 广州日诗贸易有限公司 曾庆才 

曾韬 

广东宝红凉茶原料药业

有限公司 罗金玲 

朱锐 李斯宁 

广州杰奎琳内衣有限公

司 

陈锦荣 

广州市鸿森服装有限公

司 曾雄 

刘莉君 广东湘粤控股有限公司 黄安祥 

梁达超 

广州博慕图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邓晴 

广州企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恒星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梁静 

何智龙 蒋小林 李林达 

韦少林 

广州市金莎口腔门诊部

有限公司 莫宝声 

彭佳宏 广州金铄工程有限公司 何敏健 

刘付一善 杨海英 曾丽娟 

张伟凤 DAWOUD MONIR 许展强 

黄茂森 钟静妍 夏杰 

谢琼芳 

广州光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邵伯康 

谢苏灵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马建新 

陈金玉 陈耀聪 

广州善弈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广程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谢焕高 陈少勇 

邓秋玲 李维娟 方泽佳 

林伟潮 闫祖翔 黄丽介 

彭学锦 何燕萍 

广州市一兮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朱克龙 

广州竣仁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苏万卓 

广州市艾美塑胶软管有限公司 李凤燕 卢宏青 

广州市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凯辛洪家具有限公

司 林加源 

广州合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莫婉君 郝佳 

花之华（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徐进鸿 殷卓航 

陈晓盼 祝亚连 张三宽 

李伟文 吴斯琪 广州俊欣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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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容 杨丽丹 郭文启 

广州酷魅服饰有限公司 杨超 张斌 

梁毅哲 伍志豪 谢敏华 

广州纫兰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日诗贸易有限公司 李东艺 

彭毅华 莫昌友 安丽萍 

广州硕富贸易有限公司 郑泽微 江珈慧 

王细文 

广州科安精密设备有限

公司 黄正聪 

何禄秀 崔炳莉 赵翔 

黄惠波 叶建南 管子扬 

许海英 

广州恒星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胡增 

林日赞 陈婷婷 陈福如 

林惜华 肖剑锋 黄小华 

嘉业（广州）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严顺享 梁权光 

李鹤章 谭国辉 

广州市华盛包装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梁嘉欣 何海 黄海情 

马殿山 陈晶 周钰 

陈永 吴建波 马志灵 

黄胜添 陈启维 李凯熙 

周利 王升斌 苏志辉 

MAHMOOD ALSAAID 江振宗 苏锦秋 

徐辉望 STEPHENYU LIANG 黄登文 

黎连英 庄彬彬 黄伊纯 

广州笃道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陈耀聪 林宏城 

广州友道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家实多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广恒实验室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曾智杰 李静 

广州飞成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黄志锦 叶洋 伍坚辉 

刘祖正 何启伟 何嘉文 

黄秋香 葛锐 林世洪 

方红球 刘宇奋 胡华江 

钟绍琴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王后娟 

广州市亨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桂贸易有限公

司 

唐周标 伍志豪 温秋群 

白美琴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吴鹏 

张鋆 凌梓坚 商政 

林杰 林波 吴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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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攀 陈晓明 李美茹 

毕广明 杨茶英 

广州安善堂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晨色广告有限公司 HOJIN AN 王文豪 

张金灵 叶文豪 周燕 

广州森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镭晨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黄灿 

汇专绿色工具有限公司 周静霖 广州铂程纸业有限公司 

付亮 陈佳敏 黄景深 

林民春 杨海英 曹采 

广州心悦包装有限公司 徐进鸿 贾从文 

梁嘉伟 

广州熙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唐莉 

谭冬凤 

广州衡新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黄建新 

范敬斌 

广州市粤鹏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孔繁彬 

伦俊勋 

广东满天星商贸有限公

司 李孟俊 

黄贤 梁海含 卜叔欢 

ZHENJIAN XU 王雨潇 

丰田通商（广州）有限公

司 

ZHILUN XIAN 姚卫文 

广州市星河湾酒店有限

公司 

叶秀清 

广东路瑞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刘静 

金小涵 林敏 谭震升 

欧阳梓豪 马兴骢 

广州柔软简史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鱼仔 广州景妍贸易有限公司 龚渠川 

韩劭彰 张志慧 

广东链正资本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ALIREZA MOHAMMADI 邓薇 王夫尧 

王章英 

广州汇联投商业有限公

司 何梓维 

广州杰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光聚广告有限公司 梁金凤 

多升企业管理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文和友餐饮文化有

限公司 

增城市富荣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黎少村 广州恒宇化工有限公司 李健威 

江锦华 周丹 刘奕辰 

邝彬庭 陈佳敏 陈星健 

吴惠玲 韩承轩 袁兰芬 

曹乐 陈吉 吴静 



 34 / 94 
 

王道海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陈秋妮 

罗朝敏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梁伟俊 

王晓娟 汪洋 杨红 

莱恩电子系统工程（广州）有限公司 姚卫文 陈俊鑫 

梁伟民 陈平 魏怡雁 

MOHAMADJALAL ALMASRANI 杨亚洲 

广州烧肉人国际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曾颖欣 丁红玉 欧锦威 

广州市梓霖纺织有限公司 梁业维 蔡鑫 

翁启迪 

广东国图勘测地理信息

有限公司 王琪 

广州优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毛艳 何思杰 

薛学斌 

广州最佳东方温泉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陈荣伟 

郑建英 

广州亨通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黄广满 

广州青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何弘 

李静 广州颂唐实业有限公司 周铭君 

班玉兵 刘晓敏 尹文华 

王琳 刘俏苑 陈冠雷 

黄志锦 钟静妍 张静 

SOLIP KIM 

广州赫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彭习呈 

广州市电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陈偲嘉 

海南中远海运沥青运输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谢克褚 胡雪梅 杨丹敏 

莫承薇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卡曼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广州乔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凌柱波 江浩文 

广州乔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潘樱芝 

广州市宇平建筑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黄春容 

广州市爱尔海得视近视

矫正技术有限公司 徐运清 

区绮婷 广州旭辉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广州雪飞舞贸易有限公司 曾桂源 周炽标 

吴灼尧 

快活传播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邱文梅 

广州硕仁服饰有限公司天河分公司 许淼 王馨 

金雅楣 黄婷 邓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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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

国赛宝实验室） MOOKI SHIN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黄健新 吴英豪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马建林 

广州光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陈钦鸿 

伍浩标 陈红 李宝颖 

蔡盛平 

广州粤运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客运分公司 刘德强 

麦焱珺 

广东路瑞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广州为水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陈芷贤 刘银霞 林国祥 

DASHTYOTHMANAHMED AHMED 司徒敏超 

广东链正云计算科技有

限公司 

沈文威 

广州昊海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广州玉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黎海建 彭俊皓 洪培特 

钟瑞基 冷和叶 

广州市秋言数据技术有

限公司 

钟成斌 郑航 邱俊俊 

江燕嫦 

广州资生环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贝鑫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张祖念 甘霖 黄明锐 

凯特钻（广州）珠宝有限公司 李鑫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 郭永君 肖爱爱 

许乐键 

广州粤运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客运分公司 

广州天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林伟潮 曹耀斌 黄茜 

何雨曈 吴玉兰 广州恒益运输有限公司 

石进宝 

广州光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吴家仪 

黄一城 周桂玉 陈虹宇 

王凤珍 郭燕飞 

广州市宇平建筑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林珏骅 姚卫文 朱燕玲 

陈扩 李美燕 钟沛然 

郭劲松 张盛桂 潘翔 

嘉业（广州）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潘璞 

广州德航工程物流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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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英会 黎桂洪 陈煜珍 

冯雪君 

广东国图勘测地理信息

有限公司 

广州市伊洛奇鞋业有限

公司 

广州创电建设有限公司 罗敏珊 黎培兴 

李素玲 周毅文 周琪 

广州乔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安发餐饮有限公

司 广州广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乔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易红瑞 郭亿球 

广州市番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陆锋 

江祖平 广州峰越传媒有限公司 潘春丽 

彭美容 罗启标 

广州中隆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 

广州乔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琼珍 钟炳滔 

广州宏轩汽车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莫昌友 

广州市万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番禺天河城购物

中心分公司 

周智洋 曾俊豪 孔俊烽 

黎飞燕 赖湛泉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广

州局 

广东联岳地质勘探工程有限公司 邓丽军 刘付成 

罗锦芬 李玫劼 周蓓 

罗强 

广州喜多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 广州德亿电器有限公司 

郭国英 辛冰 邹柯龙 

刘健华 

莱特尔新材料（广州）有

限公司 朱伟文 

广州兵工场展览制作有限公司 

广州安淇鞋业贸易有限

公司 杨莉斯 

陈灿展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麦达恩 

余志宇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吴舒瑶 

广州市腾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YUE CHEN 陈志鸿 

魏四新 崔炳莉 李广友 

陈婉仪 周丹 方燕萍 

彭佳宏 林昭阳 龙杰勇 

朱贞洁 韦丽雯 吴博文 

唐永红 房绮梅 骆慧 

郑丽贤 

摩雷斯运动用品（广州）

有限公司 杨玲 

ZHILUN XIAN 官汉强 张乐红 

叶智为 严俊豪 杨荔娟 

广州淘沙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旺机电安装工 王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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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限公司 

冯至钧 张志诚 张强 

汤俊亮 李秀香 

广州中电一线科技有限

公司 

吴兆佳 钟志荣 邱飞燕 

周建华 罗伟棠 赖文标 

岑文亨 林世杰 

广州南科铁路器材有限

公司 

谢志敏 李权荣 

广东天泽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腾飞塑胶制品厂 

广州市广乾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 

广州诺必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朱甜甜 何小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SOLIP KIM 

广州奕弘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何艳 

陈伟民 

ABDULRAHMANAHME

DALI QAHTAN 韦广福 

高元辉 广州恒宇化工有限公司 冼传健 

廖东丽 符琼丽 

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南区分公司 

广州中保华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于桂芳 

广东华南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张兴喜 张泽英 陈碧珊 

潘剑球 杨柳 

广州市宗邦咨询有限公

司 

陈小红 

广州黑眼睛标识有限公

司 张盛林 

广州南聪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粤运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客运分公司 

广州恒和新材料有限公

司 

广州巨业针织纺织品有限公司 郑泽微 孙海霞 

黄春容 张峻玮 

广州市恒扬物流有限公

司 

飞鹿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青藤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许秋玲 

广州市硅涂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爱慕服饰销售有限

公司广州第四分公司 罗妙琪 

钟辉 关玲 魏雯洁 

黎光明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

司 范勇 

刘雁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

州）有限公司 方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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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潮 

广州赫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梁惠国 

石习文 温忠宁 广州星仪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蓝略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后聚互娱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罗玉兰 

广州市柏迪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李俊伟 林秋鸿 

广州市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李秀香 何泽标 

广州市中业皮革有限公司 广东湘粤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礼库商贸有限公

司 

广州恩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路瑞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潘启鸿 

斯丽卡（广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粤运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客运分公司 杨汉伟 

吴清丽 

广州安展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德盟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广州杰蔓贸易有限公司 陈佳敏 文湘玲 

广州帝梁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吴磊青 

周廷秀 梁焕娆 黄文斌 

陇江红 杨恒 黄映君 

广州臻豪自动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湘粤控股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陈丽芳 广州海淘商贸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有限

公司 

柯宇 古晓辉 刘剑威 

广州市天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张应标 梁婧 

广州北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亚洲 柯泳槟 

广州铭旯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 陈吉 刘渊 

伍子春 

广州靓之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梅华黎 

陈楚彪 刘玲媛 

广州万熠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梁懿娴 钟欣蓉 李建华 

张秀利 覃丹颖 张向东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麦细妹 祝志成 

周秀清 姚卫文 杨博 

图灵未来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建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 王康霞 

刘树桂 陈红 聂蜜蜂 

蔡伟丰 

广州盈讯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张兰兰 

毛娟娟 

广州企城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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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杰 崔炳莉 黄健敏 

广州硕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翠萍 

广东兴德供应链有限公

司 

徐敏华 广州艾星商贸有限公司 谢廷正 

广州金明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周燕飞 闫瑞瑞 

广州车缘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王大鹏 李钊明 

李恒 关立 郑翔 

刘文静 张峻玮 贺志理 

广州优优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林子翔 梁永强 

陈小红 

广州市昇永农业有限公

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广州市金头脑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王升斌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谢嘉驹 

广州恒星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朱璐琦 

李伟常 骆玲莉 张亮 

杨学军 文贝 

广州市泽信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黄三舍 广州日诗贸易有限公司 黄振兴 

李立灿 黎彩琼 

广州鼎捷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 

刘晓丽 王明辉 谢小秋 

王荷芬 叶志能 黄金城 

李东阳 蓝月娇 黄凤英 

叶树强 彭小光 何满枝 

景苹 DAVIDXINGFEI DENG 方梓涛 

华立栋 翁港港 潘国华 

贺璞 梁业维 张子豪 

陈小强 

广州良宸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徐学文 

吴清丽 

随泰（广东）医药有限公

司 GARY CHEN 

ZHILUN XIAN 许妙池 张云霞 

广州市德恒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张敏芳 罗挺 

蒋奇诺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宇通讯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叶海强 王琰 黎国飞 

张永潮 何俊洁 

国粤（广东）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梁燕娟 黄小玲 广州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黄聃 伍文娟 广州慕可生物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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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梁嘉雯 徐满康 

广州市云谷熙品贸易有

限公司 

连镇文 赖卫华 卢慧林 

钟汉桢 任雪 

广州市浩声科技有限公

司 

何志广 赵鑫 陈馨 

广州洛哈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吴建波 麦静欣 

曾杰辉 易春晓 陈晓玲 

吕秀玉 

广州市晖腾贸易有限公

司 叶婉芬 

黄海波 匡静 苏锐荣 

麦灼宁 

广州市风玲树材料有限

公司 徐建敏 

广州鲁芯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正利光电子有限公

司 曲晔 

程晴 

广州小柒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大铁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方欣平 黄嘉玲 符国富 

莫承薇 李锦彬 

广州市龙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郭烨 

广州翔珑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南科铁路器材有限

公司 

刘宏宇 周丹 刘文珊 

陈雅男 陆焕玲 卢静 

广州市味道工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周焯贤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徐水生 郝宏武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广东金明生态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晋缓缓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刘丽斌 雷慧 

广州市拓创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 

徐婉蓬 

广州恒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雨漩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磊新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勋胜 庞喜然 

广州科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可可 吴映梅 

岳四峰 于桂芳 吴亚芳 

广州市易达盈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广东豪龙建设有限公司 陈清萍 

陈紫依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徐秀变 

广州翰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华贝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黄梓濠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林巧琼 谢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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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品评家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高媛 

广州亦诚认证咨询有限公司 陈佳敏 王一苇 

广州穗开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邓力迅 赵千皇 

张泽燕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摩雷斯运动用品（广州）

有限公司 

陈泽丰 广州旭日工程有限公司 林世杰 

陈漫娜 许淼 杨静 

广州青春物流有限公司 黎展晴 周志敏 

广州云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谢锐强 杨韵琴 

广州宣妍科技有限公司 莫昌友 全燕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广州盈讯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广州阿丽斯化妆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黄小玲 伍源辉 

广州市美善莲美容美体连锁有限公司瑷

丝坊放公司 黄辉雪 谷穗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马东池 黄彪 

广东金色幕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蔡澤鵬 余嘉华 

广州市科纶实业有限公司 韦廷宇 

广州穗通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广州中用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张盛桂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苏林盛 鲁伙娣 

广州万腾文旅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JINGRU HE 王树伟 

黄兴彪 

广州创意鸿源实业有限

公司 李远 

广卅越景物业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市泉威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杨文婷 

广州微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祁邦物流有限公司 李孟菊 

李伟常 陈少坚 马潮鑫 

广州暖阳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帅皓 刘少龙 

ZHILUN XIAN 

广东路瑞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广州峰越传媒有限公司 

林良城 邓炳华 谭扬宇 

叶志勇 刘鑫鹏 曹狄 

宋伟舜 陈艳贤 杨金水 

罗炳林 薛灿 梁奇才 

卓玉燕 余焯佳 彭延龙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今大福科技有限

公司 张红波 

都志文 

广州市今大福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巴马罗沙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林裕恒 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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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伍志豪 黄越 

赖粤 王娇姗 王建军 

李炜杰 

广东锦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丁文耀 

陈斯达 雷慧 周妃梁 

秦儒雅 王丽宏 

ABDULRAHMANAHME

DALI QAHTAN 

沈慧文 

ASEMABDOMURSHED 

ALDHURAFI 

广州资生环科技有限公

司 

程嘉辉 吴增全 辛冰 

陈丽燕 陈旭 潘德然 

萧远燎 

广州鑫展泰供应链有限

公司 

广东中交龙沙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罗玉华 

广州市东浩诚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 喻新洁 

刘咏红 娄丙政 黄海平 

卢迪 李金蕊 陈红 

黄骏嘉 

广州铭万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李红芳 

刘家雯 刘小平 

广州三羊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陈炜荣 

广州市茂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李执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NAGY BASEM 易金术 

伍广明 杨丽丹 钟仁旺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广州众华汇贸易有限公

司 邓剑平 

广州市黑米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廖原 肖志强 

谢伟 余伟杰 林晓新 

张超 刘彦希 刘晓敏 

广州市星宝行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广州书香智荟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陈丽芳 陈佳敏 

广州誉通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黎国民 候珺 谭建蓉 

尹恋恋 谢锐强 彭伟龙 

蔡伟丰 广州特一阀门有限公司 

广州康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梁中威 周龙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梁志毅 郑海斌 

吴娟丽 

广州岷塬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凌丽艳 

刘晓勇 刘玮 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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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佳鸣 

广州诚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姚海彬 

黄宇丽 

广州市车旅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易红瑞 

霍炯东 陈宇炼 潘子炜 

阿联酋耐施普莱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

表处 关国力 叶冬霞 

广州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南方毅源大酒店有

限公司 

广东国图勘测地理信息

有限公司 

唐国辉 黄湘伟 黄骏斌 

DALER KALANDAROV 李雪菲 陈雪萍 

黎雪开 叶景富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钟银霞 广州周诺鞋业有限公司 刘彦博 

周延永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谭杰雄 

周秉欣 

广州顺豪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许绿山 

SHAUKAT ALI 叶志能 陈贵荣 

黄伟舜 张正荣 梁焕娆 

广州市满记房地产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 陈昼易 

广州市姚园珠宝设计有限公司 

金骏（广州）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李往协 

黄华剑 广州华玥商贸有限公司 谭环玲 

BASSEL ALSALEH 

广东锦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徐海兵 

蓝易飞 闫康 李建龙 

陈宪柳 

黄埔区红山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梁文钊 

陈丽瑶 

广州市鸿兴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林健梅 

CHANGQING XIE 

广州容大水产科技有限

公司 曹晓敏 

侯新春 

广州鹏盛供应链有限公

司 朱晶晶 

广州纬力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李超贤 马克 

叶志勇 曾招荣 蓝彬 

石立万 王传壕 

广东新康健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方铭聪 雷丽京 广州盈升贸易有限公司 

马政伟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

公司 王娜娜 

广州市姚园珠宝设计有限公司 陈吉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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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泽林 

广州联尚知识产权服务

有限公司 林伊洵 

广州市大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冯艺华 陈曼娜 

吴健华 伍志豪 廖芮 

雷城奇 叶志能 林康礼 

邓三妹 毛根林 BACAR AHAMADI 

广州黑梓智能化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林梓鑫 詹蓉慧 

广州市万国德勤商务有限公司 禤燕钊 郑泽旋 

MIYOUNG PARK 

广州市德邦文化活动策

划有限公司 吴双喜 

林俊鑫 司徒坚华 胡永祺 

广州广涛货运代理部 袁梓钟 郭燕飞 

陈海安 DAMING XU 邵淑波 

朱见青 潘彩霞 李华 

广州市绿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中巨劳务建筑有限

公司 黎艳芬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晋邦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辜泽伟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李婉霞 陈肖颜 

DALER KALANDAROV 郑智霖 张志慧 

陈碧珊 刘湘湘 王进宏 

李定超 黎锡清 

广州市科纶实业有限公

司 

伍小兰 郭美君 曾瑞安 

张利 伍志豪 刘巍 

广东百姓堂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HANKELAL DASWANI 

广州广建国际金融城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龙燕清 广东集之家律师事务所 谢钢强 

熊文浩 刘立威 

广州黑眼睛标识有限公

司 

陈学第 周国章 李晶晶 

陆运强 

广州市源富科技有限公

司 朱林 

广州易点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曾东 张泽英 

广州市科鑫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蓝泓机械设备有效

公司 赵蓉华 

陈丽湘 

广州东宏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李嘉丽 

广州市黑米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即享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广州慕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成彬 广东普顺建设有限公司 朱耀忠 

广州林源物流有限公司 黎斯茵 

广东潮博幕墙工程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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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凝 

广州市絮夏服装贸易有

限公司 陈海英 

黄炜宗 邓家豪 谢旨升 

SHANGHUA WU 钟敏秋 李家雄 

卢佩敏 鲁岚岚 符裕华 

易侃 邓佩富 郭润泰 

陆光伟 

米茶能源科技（广东）有

限公司 张丽萍 

广州杰坚霖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市韦欣服装有限公

司 李玉香 

吕海金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李权荣 

广州润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祖洋 李美燕 

陈振忠 广东增撙铝材有限公司 龚海涛 

广州金色印迹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知度皮具有限公

司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王加云 廖华权 章婷婷 

广州市锐展音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粤建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王卫江 

林维炽 王泽雄 赵蒙 

李建豪 王亮 何晓玲 

李健业 张俊英 王雪 

陈嘉俊 

广东益阁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凌志伟 

莫贤锦 傅林 黄瑞平 

广州晟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正源皮革有限公司 陈静梅 

袁志远 吴伟君 邵丹莹 

徐伟超 徐汉星 原嘉欣 

广州徕伊佐慕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李益 蒋小星 

吴怡奋 林树成 李牧晗 

杨冬辉 

广东鑫国源能源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江银顺 

洪雨芝 

广东宏恩健康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罗晶 

广州诗婕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吴希特 李瑞钦 

吴澄茂 李玉宜 庄锦编 

黄爽 李子彬 

广东歌蒂诗服饰有限公

司 

陈建波 余玲芳 林艳虹 

广东汤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盈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赖彬 

刘文龙 

广州鑫展泰供应链有限

公司 邹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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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佳鑫 

广州市知度皮具有限公

司 廖凯锋 

饶亮 广州喜世贸易有限公司 曾笑佳 

丁国平 陈迥 凌燕琪 

广州博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官嘉育 卢嘉接 

许秀霞 闫建锋 游智荣 

郭伟坚 孙筱 

广州市益恒通国际商贸

有限公司 

广州和峻贸易有限公司 林秋璇 丁国起 

广州市瑞恩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龙沁颖 许木祥 

李文丽 赵铭彬 蔡东华 

图灵未来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周紫莹 欧文杰 

广州市信诺光栅数显有限公司 

广州天弘医疗服务有限

公司 陈亮怀 

邝永杰 

广州市致远方建筑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赵巍 

广州市宏业金基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星控科技有限公司 龙永杭 

SOLIP KIM 

广州市宇运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陈卉仙 

吴运祥 艾尔盼江·艾尼瓦尔 陈章健 

广州市尚发餐饮有限公司 

广州市源富科技有限公

司 范会云 

广州市安发餐饮有限公司 

广州市英耐特服装有限

公司 李静敏 

广州锐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兴秀纺织品有限公

司 钟方敏 

叶志勇 

广州超境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广州鸿腾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陈漫娜 

广州人艺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黄辉霞 

石容新 广州董烨能源有限公司 林伟 

张婧 林志煌 梁燕芳 

蒋红军 

广州久坤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魏星 

姜永军 云翔 广东湘粤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鑫航纺织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钜鑫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睿芬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 

广州桉迪伊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知识城（广州）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李昊翔 

陈培堂 伍志豪 

广东炜业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汤鸿儒 

广州君华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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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霖川工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星控科技有限公司 周平辉 

彭登奎 YINGHUA YANG 黎勇 

周廷永 

广州市晨美鞋业有限公

司 

广州正利光电子有限公

司 

伍紫莲 郭婷燕 

广州市钢翼成贸易有限

公司 

SHANGHUA WU 

JAREDGEORGE 

TWIGG 苏炳南 

广州维盛电子有限公司 江东 苏伟棠 

广州亿美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尹海洋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正向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屋大维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程麒 

许俊宏 

广州百川网络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艾尔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李小可 江键雄 杨颖 

洪东 

广州越锐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 

史蒂文铸造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渠道互联（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曾嘉乐 司徒敏超 

刘志华 许雯生 区金泉 

冀琳 

金骏（广州）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傅志展 

吴成武 

广州雨鸿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相誉科技有限公

司 

张宏远 姚翔 林清 

赖秀红 

广州薇派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徐海瑞 

欧阳泳聪 王前芳 赵海平 

广州市万国德勤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原源贸易有限公

司 吴雄志 

刘丽斌 

广州咏薇后勤管理有限

公司 徐满康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张健 秦炜杰 

曾丽红 

广州市康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陈丽 

广州市增城区力峰弹簧厂 杨秋霞 吴镜祺 

郑楷文 刘乔 段志兵 

广州市龙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谭志坚 

广州市阻尼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广州晟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杨静 沈秀兰 

林永锐 

广州市东浩诚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 李小军 

郭梓铭 谢志彭 刘伟锐 

王鑫 广州多多进宝电商有限 广州朗欧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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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张婉莹 郑韶凡 凌柱波 

吴训葵 吴换娣 陈金瑞 

广州市煌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王鼎中 叶英杰 

洪文寿 

广州瓦尔登创意咨询有

限公司 王艳 

广州鳄与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李凤谊 文初发 

容显庭 

广州果岭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省宏宸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温华燕 

广州鑫展泰供应链有限

公司 吴长娥 

罗志英 

广州翔宇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胡冰峰 

广州蓝雅轩鞋业有限公司 

广州秦一丁商贸有限公

司 

广州市中运装饰有限公

司 

广州暖阳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唐氏吊车租赁有限

公司 李丽芬 

张家僮 胡美顺 

广州永添行贸易有限公

司 

刘伟光 许丹 

广州万花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萧俊达 陈佳敏 孙宇孟 

谷雨佳 李强 梁骏永 

广州市枫雅琳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美君 关彦铭 

廖东海 罗永科 董再平 

广州兴发东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优悦车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陆峥 

吴运祥 刘欢 刘婷婷 

广州市东港创鸣家具有限公司 潘海彬 游源 

陈飞 马双成 张艳丽 

斯丽卡（广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江键雄 耿春华 

广州市美展展示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邓佩富 罗晓雯 

广州鑫添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STEVEN CHEN 

广州市爱屋木业有限公

司 

广州鸿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宏粤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马志林 

广州市兆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隆泰实业有限公

司 周辰杰 

广州市迈蒂纳食品有限公司 范志成 

广州星力模特经纪有限

公司 

何汝金 

广东唯美康体育设施有

限公司 冯颂扬 

狗号馆（广州）宠物有限公司 叶万泉 MUHAMMAD SHA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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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宝珠 潘锦云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田华 廖光勇 李晓静 

广州博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建军 何东琼 

龙燕清 刘文敏 侯燕飞 

王珊珊 

新地投资（广州）有限公

司 

广州百元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黄爽 伍志豪 TUCKYUN CHEANG 

周琼歆 全云忠 陆锐东 

王丛曦 聂萱 冯婷 

葛浚湧 

广东国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姚劲南 

广州冠源保护膜材料有限公司 吴换娣 张燕 

梁永森 张立泉 洪丽璇 

罗亚兰 

广州奕弘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苏漫淇 

李绮华 蒋召男 胡锦华 

广州旭隆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朱玉玲 朱荣 

广州市塞姆消音材料有限公司 崔松伟 陆晓东 

邢岳岳 

中京建筑工程（广州）有

限公司 

广东岩迪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许鸿华 

广东德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加藤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潘虹 

广州嘉余医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林艳雯 

广州市合永建筑有限公司 叶浩然 殷世洪 

许文华 

广州金辰绿化保洁服务

有限公司 曾庆弟 

徐志斌 

广州华星光电半导体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 田亚男 

康伟锋 

广州华星光电半导体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 欧莹 

萧远燎 王东 冯伟健 

崔美 

广州荣铭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郭浩田 

邓三妹 黎斯茵 

广州市明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李金信 

广州鑫安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张丽萍 

林耿彬 龙沁颖 郑伟钦 

广州伟邦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广州东宏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飞隆纸制品有限

公司 

张蕊婷 陈博渊 李秀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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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仁林 陈荣 安志健 

龙凤萍 叶志能 徐昌鹏 

林晓骏 陈小文 房磊 

罗辉 

广州臻善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世科高新技术有

限公司 

伍小兰 林玉 

广州市灿辉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凌满潮 孙立满 杜家辉 

徐桂珍 黄俊益 刘轲莉 

吕连松 徐淘东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曾哲丞 陈冬梅 

广州蜜獾时尚科技有限

公司 

江长志 黄俊强 邱百宁 

广州市耐缔灯饰有限公司 冷敏 何陆锋 

高佩珊 卓汝芬 黄广湛 

广州泰亚氏贸易有限公司 陈志财 黄祖森 

广东江南大地建设有限公司 

宇博信诚（北京）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钟思就 

雷冬英 刘海岸 罗瑞龙 

赖秀红 吴希特 郭桃 

广州鸿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锐强 罗擘艳 

麦卉雯 

金骏（广州）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陶维文 

广州市莱茵河服饰有限公司 曾东 苏小凤 

张春耀 

广州邻里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 钟舜 

萧明章 

广州市中盈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皮川云 

李肇聪 

广州鑫展泰供应链有限

公司 许亮 

广州联友制冷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广州潮湾电力电气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董志成 

广州市丰思龙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冉源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 邝嘉敏 

李健业 梁森 周伟澎 

钟仕球 邝建文 李建斌 

广州瑞鑫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福娜瑞贸易有限公

司 

广州加藤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广州邦莱科技有限公司 梁伟龙 梁海含 

郭惠玲 

广州市美汇建材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和茶叶有限责任

公司 

赵子旋 

广州玖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区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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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亮 梁成康 吴珂坚 

孟浩 

广州市英耐特服装有限

公司 顿细财 

田孝雄 

广州市知度皮具有限公

司 郑水锐 

钱永生 张秋实 尹晓峰 

车志宙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 杜孟艳 

LUCIANO ANTONINI 

广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广州市智兴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林坤炎 吴一凡 王柳茵 

李子健 

广州市致远方建筑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漠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珠海合和服装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分公司 张宝玉 杨二美 

黄鹏忠 

广东银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邱海角 

方晓珠 刘金彩 唐婉秋 

方锐江 

广东艺淼特种工程有限

公司 林远程 

广州市美展展示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鑫嘉宝精密模具

有限公司 赵小娟 

广州市矿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马吟娜 易晓琳 

陈恩维 黄锦东 罗贤毅 

广州市富滋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谢丽珍 

广州市潮发餐饮有限公

司 

古美前 广东普顺建设有限公司 许炜涛 

广东恒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陈嘉欣 曹金花 

温镇洋 罗定妹 贺红燕 

张彦 曾昭隆 

广州市梅美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 

广东江南大地建设有限公司 KUKI KIM 黄晓场 

广州市龙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方秋松 

广州鸣寅虎贸易有限公

司 

伍锦华 

广州桦邦实业控股有限

公司 李江南 

图灵未来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周诺鞋业有限公司 马慈敏 

DALER KALANDAROV 

广州云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陈卫平 

陈世杰 董彤茵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

司物资分公司 

龙燕清 

广州贝斯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梁嘉麒 

李兴军 奥黛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廖旭劼 

龚显物 广州容大水产科技有限 黄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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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萧杰婷 

广州六维教育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戴钟 

广州永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MOHAMMEDMOHANA

DMAJEED 

AL-SAMMARRAIE 薛玮 

赵惠芳 曾彩虹 黄丽丽 

黄海花 梁小芳 曾志坤 

SHANGHUA WU 罗绮华 张芳 

广州科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靓之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栾奕昭 

广州市增城区力峰弹簧厂 

君晓（广州）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午方贸易有限公司 

谢凤林 

广州靓之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广东光迅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广州亿美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王一 夏国荣 

广州市大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周荣 周焯贤 

石海燕 胡加强 翁港港 

广州市东港创鸣家具有限公司 苏汇斌 张少龙 

广州暖阳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鑫展泰供应链有限

公司 

广州进盈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汤鸿儒 刘欢 吴绿苑 

广州市威顿塑料软管有限公司 骆志衡 梁仙花 

广州米选科技有限公司 陈荣 罗忠贤 

骆健民 邝紫莹 范子君 

古文锋 施欣 李慧敏 

谢慧孺 李建军 谭扬威 

广州鸿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毛元任 许贺生 

陈文彪 栾旭瑞 李欣墙 

王金波 陈晋彪 

荣清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广东捷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伍志豪 招庆棠 

郭江昆 赖海霖 陈耀聪 

吴运祥 柯义程 

米歌科技（广东）有限公

司 

曹颖丹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分公司 刘平安 

黄镜钊 陈佳泉 

广州特美声电器有限公

司 

陈润威 胡兵 胡翠婵 

黄清清 卓汝芬 罗婉容 

罗志英 

广州玖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陈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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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健 广州星控科技有限公司 马佛涵 

钟成斌 

风尚天下教育咨询（广

州）连锁有限公司 黄穗子 

广州市维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推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易春晓 

郭梓铭 

广州市天河威佳汽车维

修护理服务中心 王小花 

陆海燕 

广东中煜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 唐宏武 

徐嘉城 伍志豪 黎自加 

崔慧文 陈庆忠 邝嘉欣 

梁柏贤 彭泗红 许诺 

梁少玲 

广州浔枫生态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冷和叶 

广州向往体育有限公司 吴艳君 何彩玉 

广东江南大地建设有限公司 黎玉媚 

广州光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广州市宏业金基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潘荣灼 卢淑瑜 

郭清锋 

广州市广乾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 曹耀斌 

赵惠芳 

广东鸿盛峥科技有限公

司 曾桂源 

张亦菲 李金蕊 窦勇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泉威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沈碧茹 

广州市德邦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广州攀业贸易有限公司 张凡 

王敏华 

广州多多单服饰有限公

司 

广州汇联投商业有限公

司 

吴训葵 邱元鹤 骆晓雯 

广州市伟达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广州市钜鑫科技有限公

司 朱放 

梁启敏 刘祖洋 

广东三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舒伟琦 胡汉其 汤帆 

广州市均圆商务有限公司 KUKI KIM 李绮珊 

广州市傲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朱伟华 卢浩然 

伍小兰 林裕恒 

深圳市富力建材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曾钰萍 廖原 王妍雯 

郭富荣 梁锦朗 林方玉 

蔡凤思 

广州柔软简史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许文顺 

广州市畅润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耀裕房地产代理 关曼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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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严德祥 广东广宏建设有限公司 张桑田 

广州市煌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源林物流有限公

司 陈雪珊 

王晓平 曹辰星 冯文芳 

李涛瑜 

广东锦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长盈帆布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申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易普培训

中心 温嘉琪 

缘来有礼（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谢锐强 LIJUAN ZHENG 

广州赛金科技有限公司 谢志彭 张东华 

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浩诚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 许秀梅 

黄爽 刘恒飞 章小兵 

广州米司兰贸易有限公司 储秋月 杜经纬 

鳄之宝鼍龙（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泽滨 余彦乔 

广东格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钟胜 匡国平 

广州金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明喆智业营销策划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恒峰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 

杨宝京 马东池 广东湘粤控股有限公司 

方铭聪 

广州岷塬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广东宝红凉茶原料药业

有限公司 

蔡汉林 

JAREDGEORGE 

TWIGG 梁伟豪 

广州市起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NASIR 

MOUSSABELLOABAKA

R 佟思涵 

朱少红 广州董烨能源有限公司 官继威 

江春花 刘金英 

广州鑫相印办公设备有

限公司 

朱广钊 黄丽煌 吴桂生 

SOLIP KIM 

广州许电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车国栋 

李燕怡 

广州市汇和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孙伟 

郞小军 MINKOWN SUNG 韩晴 

肖万生 

CARLOGUISEPPE 

CONTERATO 黄景伟 

彭冲 广州广盛国际旅行社 丁仲胜 

黃榆茵 孙志勋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张玉萍 

广州四氟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 莫婉君 

广州名熙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珍焰 徐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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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慧翀劳务有限公司 

从化国泰天彤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肖康强 

陈帼婷 赵来英 李嘉琪 

赵勇 

广州品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陈春萍 

广东健丰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曾利华 刘慧君 

朱宇豪 陈新平 李晓峰 

王志强 余文康 黄秋燕 

叶志勇 王建勋 赖桂花 

广东炳善弘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楚越 温小彩 

陈伟俊 

广州恒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林锦锋 

黄绮铭 杨柳春 张俊能 

洪影仪 廖俊解 冯翠妍 

王浚锐 肖继章 朱宏亮 

广州鼎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李彩儒 

李佳芮 张德涛 闫祖翔 

鲁旭光 范银鹏 史建春 

谢炳林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莫华凯 

陈韦良 江锡彪 何锐聪 

张世聪 胡雪怡 梁珊珊 

中安工贸（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我的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李浩然 

唐薇 汤江霞 林子翔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逸途汽车服务（广州）有

限公司 

广州大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郭泽文 张鸟英 王建雷 

曾志轩 伍志豪 潘振华 

庞新耀 广州正朴化工有限公司 罗少华 

DALER KALANDAROV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许多 

姜浩 

广州升威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詹佳树 

广州新美净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石玉娇 

广州彩艺纸品包装有限

公司 

陈鹏 陈恒涛 王曼菲 

陈婉云 杨丹芸 郑重 

广州森武水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南芳 孙建鹏 

周浩然 邹胜芳 刘彩红 

李海城 刘结 程培轩 

李志敏 

广州尚泰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海嘉明哲公关顾问

有限公司 

洪钦鸿 郑荷花 庄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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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惠芳 

广州市振邦建筑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黄丽香 

广州启驰丝印工艺有限公司 黄立山 

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永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龙 崔炳莉 

谢少君 李远文 麦细妹 

王筱艳 雷得淼 

广州乐顺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郭学磊 袁英华 范玲玲 

劳瑞婵 

广州市武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施小丽 

张创胜胜 

广州市广鸿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唐华 

张淑英 冯学文 

广州盈讯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戴伟杰 张朝顺 

广州市花都志达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晨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联动创业技术有限

公司 林斌鸿 

陆广凯 

中柴（广东）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斑马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林志玲 周雪琴 徐舜文 

谷月 欧淑华 曾小强 

广州森武水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罗俊杰 官国娟 

廖培信 黄雅达 贾平民 

凌世冠 张楷杰 邓杏飞 

陈晞明 

广州（欧迪）服饰有限公

司 胡笑媚 

王柏基 蔡银清 梁永清 

杨秀媚 张朝海 曹银宝 

邓三妹 廖震洋 骆颖思 

温晋辉 

广州市聚源公司有限公

司 王小娥 

赖桂音 

广州时富娱乐集团有限

公司 伍文娟 

彭幸科 

广州市美康建筑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杨亚丽 

黄永国 张鸟英 夏文健 

陈好 

广州市华丽医疗美容门

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商有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方丹 童开泰 宫翔 

冯淑仪 

广州市英耐特服装有限

公司 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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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羽 广州棠禾广告有限公司 陈薇 

李亚兴 蔡丁盛 张丽丽 

吴子智 苗雨露 钟力华 

广州建轩钢材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罗俊杰 刘效良 

广东聚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骆嘉健 黄琼华 

广州博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陈杰龙 谭红亮 

广州元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正朴化工有限公司 朱强 

广州欣建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新裕港石化科技有

限公司？ 罗赵慧 

广州丽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伍志豪 

尚珀思（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杨杰锋 劳华伟 甘晓敏 

林武生 吕苏玲 吴梓权 

广州星粤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江盛铭诚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箭头租赁（广州）有限公

司 

JEISSONHENRY RINCONOSORIO 

广州市盛豪海赢纺织品

有限公司 

广州圣钢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四川中盛弘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番禺分

公司 

广州和瑞建筑建材有限

公司 严文君 

周志富 

逸途汽车服务（广州）有

限公司 薛嘉仪 

朱国松 

广州市龙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王艳 

刘璐 李丽 李芳 

广州市矿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弘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黄倩 

韦芷琦 戚泽华 潘淑敏 

张平相 

广东领航文华传媒有限

公司 陈旭 

李芳芳 梁文建 郑志卿 

吴健康 

广东通元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文贝 

广州市畅润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李舒 吴英豪 

乐爱金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

分公司 李煜月 广州君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长业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睿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广州雄林贸易有限公司 

萧远燎 曾勇 李本卿 

张德成 

广州毅晟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李佩乔 

名媛世嘉（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宏汇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杨彤 

张建全 广东睿捷科技发展有限 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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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王新安 DONGSUN LEE 黄德涛 

邹倩 曾利华 吴国濠 

广州辰律投资有限公司 王诗军 罗伟雄 

广州暖阳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罗喜平 高子晴 

郑辉 曾利华 余昌俊 

广州市安信租赁有限公司 黄厚照 

广州方圆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韦秋红 

陶矜企业管理咨询（广

州）有限公司 李颖倩 

陈周顺 

中铁建工集团第五建设

有限公司 

广州君华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全林赋 

CHINEZIEPAULINUS 

UDEZE 袁卓勋 

陈国 伍志豪 广州迅华实业有限公司 

邓三妹 刘华安 陈广东 

广州市信永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顺意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 龚贝贝 

李群胜 

中建西部建设（广东）有

限公司 周媛 

李金群 

广州奕弘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付伟颢 

牛晓露 龙沁颖 

广东华南建筑设计施工

图审查中心有限公司 

张洪健 王国浩 步泽昆 

广州市金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农思雯 

袁慧淋 梁华林 陈志圣 

曾伟婷 

华煜（广州）生鲜食品有

限公司 苏庆华 

李诗蕊 邬霖霖 李健明 

李丹 黄湛铭 游晓燕 

广州上品汇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镜坤 李桂花 

广州骏腾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孔旭兵 刘素意 

张雨 

广州诺迈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钟俊泉 

覃新明 

广州一添三品茶业有限

公司 陈伟东 

李芳芳 

广州市重泰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雷慧 

卢福宁 伍国庆 吕柏良 

广州开发区交投建设有限公司 何梓鹏 刘会理 

广州市安信租赁有限公司 陈吉 叶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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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玉燕 张致杏 周镇彭 

李镇南 孙志眀 邝雯笙 

广州誉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沃芽科技有限公司 郭雪梅 

广州爱奇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品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李东耿 

杨跃进 毕铭钦 陈俊鹏 

廖天德 

逸途汽车服务（广州）有

限公司 王耿茹 

武立豪 

广州荣铭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林赛丽 

蒙兆鸿 张鸟英 高欣琴 

吴东泽 

广州奕弘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诚鑫纸品有限公司 

朱彥超 

广州市友顺服装有限公

司 肖志强 

熊少霞 余敏诗 刘汉 

张鲜容 李庆东 彭创贤 

何俊杰 钟齐生 陈健森 

路新套 冯楠 

广州新域机电制造有限

公司 

陈小琴 

CARLOGUISEPPE 

CONTERATO 广州祥通投资有限公司 

梁艳标 陈佳敏 陈杏珍 

黄振业 田剑雄 庄广南 

陈上福 

蓝海旺（广东）控股有限

公司 

广州海轴轴承机电有限

公司 

宁海超 冯广明 邓炳华 

温庚明 陈建霞 梁慧芬 

梁嘉豪 

广州中工水务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林紫莲 

PUNEET KAKKAR 苏汇斌 刘海棠 

谢建正 丘银玲 王盈荣 

李斯婧 叶浩森 郭钰伦 

刘红有 陈嘉俊 刘东豪 

洪影仪 曾华娟 于文佳 

汪海林 冯广明 刘志杰 

广州市枫雅琳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彭能飞 王亚娟 

戴润达 陈雪琴 王思思 

祝宇燕 广州泓达帐篷有限公司 周方 

孔令广 曾小伟 唐旭 

孙榕坤 

广东兰博卫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许焯铭 

潘秀珍 倩 金香兰 



 60 / 94 
 

马桂花 吴启文 李国梁 

朱萍 许晓鑫 沈君瑜 

王文 王旭亮 熊小广 

谢志民 何礼霞 黎绮青 

吴淑雄 黎惠琳 郑志文 

赵笑梅 

广东智互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许淼 

卢婉梅 徐乐华 

广州帝威琪音响科技有

限公司 

陈姿琳 

广州中睿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 蒋鹊 

汤伟坚 胡伟文 沈楚淮 

尧诗恬 

广州市新第三方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民爆集团有限

公司 

梅柳鹏 王家辉 刘文 

蔡爱平 黄国东 丁子轩 

邱国梁 

广州聚源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邝剑云 

李健 陈朝武 陈冬梅 

仲天翔 鲍国宇 

广州市谷金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 

李红霞 史健 

广州曼妮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易娟 刘常新 张东旭 

胡亮磊 江丽琼 王亚菊 

龙燕清 周永清 柳显维 

田孝雄 

广州康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裴新玲 

刘小林 徐晓风 梁耐 

黄贵粱 伍志豪 李诗蕊 

丁江二 

广州市英耐特服装有限

公司 潘清丹 

广州市东甲纸业有限公司 陳國雄 黄维琳 

广筑云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安汽车空调配

件有限公司 赖志军 

广州建轩钢材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圆儿圆女医疗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黄金珠 

黄庆祝 

广州市长程物流有限公

司 李伟其 

曾还伦 谢亮文 

广东省番禺华南电解铜

有限公司 

胡媛 林丽娜 颜颖 

谢炳林 屈敏 赖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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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金娇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广州英凡妮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简梓君 黎丽红 舒亚 

广州吉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KUKI KIM 

中铁十八局集团南方工

程有限公司 

姚海奇 

广州鑫迈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允升金属资源有

限公司 

梁碧璐 

广东益阁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陈楷 

聂小琴 

尼特（广州）塑料包装实

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华南

天然气销售中心 

刘俊辉 BASSEL ALSALEH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有限

公司 

吴剑标 

浙艺家具（广州）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郭建辉 曾利华 张浩球 

陈明树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广

州）有限公司 

广州辉远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钟文浩 陈大略 黄浩 

罗小峰 李明辉 吴青书 

梁俊鹏 林梓鑫 吴泽潮 

陈伟峰 广州辰弈商贸有限公司 杜爱澧 

谷月 许雯生 刘小明 

陈楚滨 李智虎 蒋慧华 

曾志轩 

广州市浩峰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王升云 

谢炜伦 褚桥 刘欣儿 

刘峰 帅勇 陈彩侨 

姚扬威 钟美红 钟健 

何文忠 施欣 柳虹敏 

王晋华 郑丽云 庄勇强 

刘亚保 吴艳君 黎俊涛 

唐文娟 易珍丽 

广州冉星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李民乐 林智勇 温达 

陈振潭 杜少凤 王月甜 

蒲俐虹 何梦欣 方速昌 

黎梓路 

广州骏诚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潘跃 

黄朝鸿 肖黎君 罗嘉丽 

张春 李世权 冯凯微 

广州开发区交投建设有限公司 王振兴 广州市花都区德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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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 

郑诗祥 陈荣 林卓群 

澳隆供应链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屈伶俐 冯兆麟 

马永丽 

广州市蔬绿农产品有限

公司 汤峻 

黄伟良 

广州市裕宏纺织有限公

司 夏瑞生 

杜妙欢 黄伟略 张富礼 

唐亮 

广州太好刷科技有限公

司 江倩 

吴林伟 

广州市时尚一族贸易有

限公司 

广州市东浩诚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 

江赵军 广州顺满贸易有限公司 陈应军 

刘佑祺 叶海燕 罗诗仪 

邝志慧 吴子强 刘旭钿 

曾冰林 

广州市捷远贸易有限公

司 甘平利 

蓝青林 周静汶 余沛文 

彭云枝 

广州舵手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然予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 

黄准平 黄立山 江昕 

SOLIP KIM 

广州市味爵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马东池 

叶志勇 郭锦鹏 叶丽 

杨焱华 

广州亿达箱包材料有限

公司 伍婷婷 

黎金峦 温素平 傅彩香 

莫彬林 向运球 陈小红 

张宏康 伍国庆 钟宇坚 

高永福 李超华 

广州中楚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谭健友 林惠兰 广东增撙铝材有限公司 

李景占 陆国雄 付伟 

戴军 叶丽清 陈家伟 

黄俊威 邓琼 郑燕清 

谢可法 BASSEL ALSALEH 

广州誉本液压科技有限

公司 

何巍 朱伟敏 

广州瓦尔登创意咨询有

限公司 

毛广文 梁长江 胡发荣 

周百福（广东）餐饮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天铸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郭莲 

甘勇 广东阔盈医疗科技有限 黄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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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林志宇 

金穗医疗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陈嘉乐 

中铁（广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黄伟峰 

广州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解建邦 郑喜浩 

龙悦淇 

广州市天浩实业有限公

司 李振洪 

杨雯霏 叶永华 张逸泓 

龙春光 廖云霄 朱林燕 

李怡意 

广东湘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竞文 

黎启华 黄伟光 骆玲莉 

龙湛标 

广州璞昌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百年亿多投资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 

龙燕清 王熙 邓敏贞 

王晓东 

尼特（广州）塑料包装实

业有限公司 江少和 

叶志勇 

广州市光璟贸易有限公

司 林展鹏 

谭常英 

模数建筑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何宇洛 

黄建邦 刘欢 肖红林 

盛茂 刘驰 赵崇文 

邱平海 付博 

广州市中润建材有限公

司 

广州市鑫永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阿依古丽孜丽依沙米丁 钟烈生 

练子旺 任敏 

广州兴秀纺织品有限公

司 

广州安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智互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徐超 

苏智亮 吴海育 李育军 

方庆清 黎达才 朱炜芬 

江美玲 

广州隆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吕航 

程继锋 

广东方莫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赵秋近 

邓小琼 潘秋燕 谢述俊 

深圳前海迈远供应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王萍 

杨军贵 肖可 李玲 

庞文辉 欧淑华 张观添 

广州市星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黄楷涛 徐宇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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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欣欣 叶浩森 黄慧杰 

骆婉姬 张鲜花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谭启裔 宋丽娜 邱小敏 

周全吉 龙永泉 陆结彬 

广州百能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吴艳君 洪瑜轩 

余久强 钟淑华 杨新明 

史凯发 谭中卉 王雨潇 

黃宗輝 黄金霞 潘凯俊 

黄鹤 刘炽晨 柏娜 

DALER KALANDAROV 祝高秀 陶克书 

陈平 张鸟英 郑航 

广州市振祥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梁华林 黄朝阳 

龙子君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

司 

广东锦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廖俞松 

广东德蔚源空调设备有

限公司 刘志雄 

JIANZHONG LIN 吴海勇 上官宝卿 

罗维欢 林梓鑫 陈华敏 

刘尚诚 王文效 

广州英伦名驹摩托车贸

易有限公司 

潘恩飞 

CARLOSLUISKAIHUA 

NGFENG 黄丽漩 

余英梅 SIEWHONG LEE 梁晓丹 

王斌 严子滨 欧国侨 

广州亮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志豪 黄杰冰 

项戈健 方韵铭 陈继城 

邓三妹 黄诚忠 李桂河 

陈杰文 刘冬妍 马孟子 

袁定峰 

广州奕弘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志强酒店用品有限

公司 

黄海鸣 苏菲 彭利娟 

PUNEET KAKKAR 

广州鑫广成环境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杨霞露 

钟元 梁艳流 郭颖 

刘兵 伍志豪 巢国增 

李悦 SEUNGSANG LEE 尹亚南 

陈公娜 韩志 邹立华 

叶保芳 周海斌 莫洁文 

吴桂文 梁晓欣 冯结霞 

李敏 

广州奕弘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郑群丹 

普济化工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冯广明 练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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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优普道建筑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许雯生 闫振卯 

罗玉燕 

GHOLAMIAN 

MOHAMMADREZA 

广州复深蓝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周晓茵 吴日方 孙成龙 

广州顺铭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李庆东 QIAO LIU 

陈兴林 陈吉 陈燕玉 

曾强 刘媚 周志波 

刘桂民 周鹏飞 郭承宇 

宁德毅 李桂广 蓝鸿勇 

曾永堅 黄锐华 郭小华 

谢少举 

广州盛世物业保洁有限

公司 何梓健 

张林辉 林景奋 倪朝杰 

萧远燎 钟国权 孔祥坚 

何广亮 廖满香 林淑芳 

杨赛文 刘成武 毕芳 

曾庆水 张志信 杨帆 

韩子腾 

广东湘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柳梅 

于全朋 ANDREI PARSHIN 广州中健建材有限公司 

齐勇 

广州美睿音响器材有限

公司 陈文静 

刘明如 

广州市中票优品商务科

技有限公司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黄秀娟 陈慧文 常永梅 

广州承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邓志文 

广州美羿软装家居饰品

有限公司 

韦厚福 

广州市意合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戈蓝得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陈智慧 向运球 张小洪 

岑文杰 陈文琦 陈木春 

李明婷 

AHMAD，IFTIKHAR 

AHMAD，IFTIKHAR 李宛谕 

江佳润 

广州敏婕图文广告有限

公司 宋小林 

祝宇燕 

中铁（广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丁一迪 

何嘉静 牛志鹏 陈四兴 

孙 

广东云珠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严进敏 

贾细银 欧晓珊 

广州天弘医疗服务有限

公司 

貌金好 广州贞风元尚生物科技 广东圆玄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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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程龙 

广州金麦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广州市云雾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吴明芳 

广州财达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潘友志 

李帅 广州韵味食品有限公司 李青蓉 

黄锦豪 

广州鸿杰跨境电商有限

公司 林文童 

赵军明 黄立山 陈益智 

沈敏宜 

广州市英耐特服装有限

公司 杨超 

肖苑玲 

广州卓点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 合芯科技有限公司 

何洁豪 陈伟建 莫奇鑫 

韦金娇 

广州安信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周笑笑 徐美琪 刘泽军 

洪影仪 曾宪文 叶建南 

广州市番禺区华师附中番禺小学 伍志豪 陈玉婵 

李家雄 刘欢 冯洁琼 

段海钢 

广州市德邦文化活动策

划有限公司 何雪梅 

李宣烨 苏蓓森 周莉 

91440101633276672M 艾巨军 

广州金凌自动化机械有

限公司 

张雄亮 孙小丹 李春姬 

郭丽莉 吴文彬 陈伟佳 

李诗蕊 李伟态 

广东佰德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梁吕 李江 

广州雅王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李施儒 刘小红 邹汉辉 

肖国雄 周政华 钟慧仪 

广州吉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陈刚敏 

广州昊晏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廖利君 梁鹏 成俊杰 

郭桂楠 

广州全一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梁将 

广东中资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广州中磊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 陈平 

李文茂 广州纤度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富工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 

汤丽贞 李烨 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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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高 赵万 陈彦求 

陈伟峰 张少洪 陈清兰 

吴倩文 林传镇 彭小光 

劳雯慧 钟苑仪 詹冰冰 

王永旭 梅燕 方建东 

甘小敏 胡旋 何鹏程 

齐建党 

广州逸芸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李启甜 

广州誉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李观盛 

广州祺昇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禤艺宽 张文栩 孙园园 

莫毅锋 李文坚 刘惠雅 

刘璐 

广州灿虹印刷器材有限

公司 

广东兴国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陈佛崧 

广州科普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贝利 

李建娥 万翔兰 

广州遇见小面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周金红 谭文杰 潘樱芝 

蒋放 廖峰 

广州盈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庄戴武 李博泉 凌梓坚 

劳绮文 郑少云 梁雪媚 

孟桥 赵兰 王雪红 

周伟 麦涵竹 广州华智电子有限公司 

李方远 胡军辉 

广州市绿隆农副产品有

限公司 

郑惠明 庞重阳 广州海峰实业有限公司 

郑文卿 李志恩 NOELGEORGE SILVER 

李红霞 

广州蒙淝羊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庞戴光 

周文东 吴丽莹 杨丽丹 

周保利 徐秀文 陈念元 

林婉仪 张英芝 邹超 

叶燕微 张彬 庞淇方 

王文 李雯 郭伯成 

王彦松 邓正东 彭泽华 

黄丽敏 简建荣 官汉强 

赖永标 陈霞 

广州市粤宝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范路东 黄家庆 黄丽宜 

邓学娇 广州泓明广告有限公司 刘万佳 

黄嘉斌 陈谊 付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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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宝辉 陈霜 谢嘉敏 

广东中资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李玉萌 李金蕊 

肖欠生 

广东源巨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风尚天下教育咨询（广

州）连锁有限公司 

李振宇 方莉施 陈衍桥 

涂海情 叶远生 黎欢 

陈丽云 

广州百翔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英姿 

王佳丽 

广州泰贾惠商贸有限公

司 李敬柱 

徐久新 陈威龙 尹海洋 

吴胜 杜敏秋 

广东德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许婉云 戴立炜 

广州市康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黄碧鮮 付会勇 王一恒 

谭思敏 庄文辉 康时杰 

许水星 

广州市三酬食品贸易有

限公司 张济防 

曾慧妍 钱沛锋 

广州市潮工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周媛 王兰琴 广州行者咨询有限公司 

童静 唐桂秋 郭喜坤 

江晓华 赵福碧 许智杰 

李斯婧 苏静仪 周海波 

广州市天河安民纸箱厂 邝静仪 郑俊炜 

罗禧琪 

广州世华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李欣 

刘小林 陈坦 董彤茵 

赖容凤 曾小蓉 程梦琴 

张玉梅 林庆祥 詹鸿雁 

潘飞 符春荣 王朝威 

刘庆周 冼嘉乐 何映娟 

姜洋 郭榆凌 何德源 

任美开 

广州瓦特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广州骑士之光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朱龙 

广州江厦林商贸有限公

司 李树威 

李颂荣 肖志高 周旺萍 

戚康文 

广州仕久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李美榕 

张小琼 李俊宏 朱家辉 

洪卉 广州辰点装饰设计有限 广东邦浩成投资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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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限公司 

张飞洲 王志铭 

广州市越秀区易普培训

中心 

马银岭 

广东省青年企业家联合

会 朱燕珊 

苟燕 余娟 郭飞 

张涛 JUNGCHUL PARK 丘冰华 

广州市南沙区森港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孙又青 张婷婷 

陈燕宋 袁小静 梁丽珍 

冼伟杰 许尊忆 罗上志 

广州滔天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李旭超 钟道杰 

周凡舒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

限公司广州白云商场 王玉松 

陈海钦 林承深 广州本浩电子有限公司 

杨志杰 陈剑 刘晓清 

刘宁 巫静 胡谢 

罗小峰 张艳 温伟迎 

韩海林 高演彬 周杰明 

卢燕萍 吴子健 

广州市奥顺脚轮制品有

限公司 

刘小贵 蔡春燕 

广州中铁二局工程有限

公司 

曾志轩 

广州兴艺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 刘子倩 

李强 赵璐路 刘鼎域 

熊少霞 谢维军 蓝浩铭 

广州媄芊彩服饰有限公司 陈先梅 陈志文 

苏智敏 张亮标 余晓燕 

简锦丞 钟金亲 柯义程 

广州市桂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喆智业营销策

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 钟胜 

唐攀 杨惠 张梦晗 

广州市天河安民纸箱厂 魏剑彬 

广州市匠心设计装饰有

限公司 

广州睿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TAVAKKUL AGHAYEV 戴岩 

许丽瑜 赖燕秋 蔡洁莹 

刘锡亮 宣斌 吴裕添 

宋杰义 章华云 林永浩 

郭阳 李浠琳 张秋荣 

广州市植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许迪博 徐璟欣 

广州天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梁素敏 郭志鹏 

刘泉英 郭振纳 龙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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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美 马子靖 施鹏欣 

陈智勇 魏钊贤 李超明 

广州星图咖啡有限公司 严秉隆 李智浩 

广州普瑞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穗开物业投资有限

公司 陈雅谕 

林创丰 崔江华 邓瑞荣 

泰美（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丁彩辉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陈景文 何可倩 钟历 

JUQIANG YAN 周伟杰 沈嘉茜 

广州恒成智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洋 林友群 

李兵 广州尊者广告有限公司 蔡佩霞 

广州飞升创展管理有限公司 李悦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丘莫天 罗志成 林裕恒 

周连芳 宫锐 张志桓 

范少玲 李丽明 肖冬兰 

吴婉妮 

广州淡江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 

广州市龙四海食品有限

公司 

杨志坚 戴丽 

广东星粤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蔡文浩 卢梅芳 张晋豪 

杨永良 袁细 刘桂美 

张嘉良 张梦思 

广东信基策划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达而闻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陈伟聪 严梓康 

林坤潮 邱淼 广州百立服饰有限公司 

潘师伟 谭晓欣 余智毅 

黄金度 张海龙 储秋月 

简子程 卢小兰 广州胜道置业有限公司 

程龙 马子惠 广州星控科技有限公司 

许国庆 陈东 江仲豪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 李远翀 

广州久坤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覃美云 罗焕斯 陈泽轩 

周世杰 邬疆 陈湘江 

CHONGTHYE CHEW 

广州市万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吴顺 

吕月红 左林玉 黄景茂 

邓三妹 

广州炫视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陈丹伟 

广州市忠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丁焱 

广州中铁二局工程有限

公司 

郭桂楠 纳燕 广州中铁二局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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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秀惠 陈杰威 

广州南北名车销售有限公司 陈泽芳 刘慧君 

广州厚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伟强 欧阳可瑾 

舒正亚 潘鹰 卢遥 

劳绮文 黄海量 朱振艳 

巫保珍 王腾 林带娣 

聂小玲 黄少慧 徐雪梅 

王豹 李建雄 

广州市晖腾贸易有限公

司 

冯彦芸 李建威 林传新 

王洪伟 杨翠萍 陈颖麒 

周健 张俊杰 肖铃丽 

潘雯羡 陈晓武 

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蔡欣 陈小梅 岑艺 

韦金娇 张振华 曾兰 

洪康艺 徐漫丽 罗嘉健 

广州文昊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张景涛 罗洁燕 

曾英好 彭华 周少明 

罗兰庆 陈欣 戚里 

李庆玲 袁梓民 唐高光 

丘国标 钟垦姗 郑勇成 

罗敏玲 何金霞 

广州鑫科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劳宏华 

广州品缘演出器材有限

公司 

瀚得（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承施安（广州）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赖秋要 王浩基 

SIEWKHIN LEE 刘秀怡 谭映华 

黄碧鮮 梁志生 朱振华 

广东城印建设有限公司 周晓锋 何海艳 

洪钦鸿 曹沛文 陈斌 

穆海伊丁·阿卜杜外力 

广东金枪鱼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张娜 

谢幼华 

广州本末言建筑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何嘉杰 

王志华 陈晓婷 莫宏林 

蔡夏 吴汉龙 彭国财 

周真真 刘立辉 刘翔 

齐丽君 张懿 郑小美 

张春凤 姬珉 李海鸿 

欧诗霞 邹宏伟 代玮 

黄典锋 叶静君 广州道和检测仪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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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刘湖海 李滔 吴笛 

李悦 麦景树 

广州巨豹汽车配件制造

有限公司 

广州优禾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陈凤娇 苏淑珍 

龙燕清 黄敬涛 李丽贤 

孙利 陈秋灵 农倩 

广州信合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黄斌 郭宝年 

北京华信智原教育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彭健 伍尚恒 

何金莲 闵灿阳 欧阳东兴 

钟结萍 冯伟强 柴学斌 

赵岳斌 蒋昌品 郑杰 

刘战勇 代丽霞 柏鑫磊 

张志富 

广州德舜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杨丹芸 

王斌 杨宇舟 买买提依明·哈斯木 

朱龙 黄锦涛 鲁岚岚 

龙春光 李钜彬 陈宝莹 

广州博达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胡湛彪 阎慧静 

周晓明 李宇政 林华全 

林东升 洪帅 

广州罗易法律咨询有限

公司 

夏桂芳 黄卓麒 柳贵东 

刘付福光 罗嘉文 

广州鑫广成环境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冼仲驰 袁新颖 谢爱兰 

陈秋兰 陈任贤 张红 

许有朋 广州威驰贸易有限公司 杨欢 

温意文 朱德晋 卢小凤 

邹笑影 广州健仕健身有限公司 张健 

罗孟静 黄成辉 

广州市鑫久升化工贸易

有限公司 

邓影 张润韵 张雄伟 

陆晓婧 林瑞聪 袁源琳 

谭庆杭 刘冬利 刘志煌 

李志明 陈卓业 蒋树贤 

广州万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钟彩怡 李顺 

郑鲁豪 

LAVINA RAJESH 

MANGLANI 

中电建十四局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竞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唐启欢 何彦 

潘沛维 许玲玲 廖震洋 

张伟 广州光鑫塑料机械有限 广州市浩丰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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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司 

邓勇根 王瑞雪 赖云虎 

赵琳霞 刘亚涛 周志豪 

广州谏素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亿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广州葛城实业有限公司 

李华梅 

广州市嵘久号贸易有限

公司 鹿丙雪 

罗树明 

广州市生发餐饮有限公

司 

广州市丰旋船舶保管有

限公司 

许骏杰 陈豪炫 王慧 

江河清 广州华睿服饰有限公司 傅强 

吴风林 许敏静 邹静 

于行行 喻兵 亓翠玲 

苏惠君 孔祥洲 廖雄 

梅海平 刘汉青 林敏丽 

罗小峰 广州泰公贸易有限公司 蔡远平 

广州德拉科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何明星 

广州市云洲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蒙小青 陈惠丽 黄晓漫 

郭晓玲 钟秋霞 

广州鸿泽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杜建威 

广州市熠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徐俊林 

张云 陈格 广州康慧科技有限公司 

倩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

司 吴艳君 

广州市捞天下自助餐饮有限公司 刘萍 李雁卿 

广州德丽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满海贸易有限公司 李泳辉 

广州市华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区敏聪 伍少娟 

广东华夏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英 徐乐华 

广州丰盈物流有限公司 秦碧菲 童开泰 

杨志轩 吴桦敏 邓瑞烨 

蒋慧晶 黄志慧 李智 

广东康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黄艳芳 杨仕鹏 

盛世金元 钟伟良 陈英奇 

简天德 余淑梅 慈旭 

几何建筑设计工程（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江美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李毅 

甘昭伟 李意生 程剑 

广州市白云区宏达纸制品厂（普通合伙） 赖永明 陈雪霞 

林钦海 林少锐 甘焯雄 

陈萍 韩丽潜 翁莹莹 

周荣武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 谢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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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广州亿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温迪顿鞋业有限公

司 廖炜源 

刘海飞 沈陆翔旻 赖潭 

陈立德 陆伟成 石伟强 

樊延珊 邓宇 李金娟 

黃宗輝 那乃心 温晓阳 

ABDERAHIM JELASSI 

广州市茂名石化宾馆有

限公司 刘冬妍 

黄创光 赖蓉珊 杨忠伟 

石建飞 袁云丽 彭家豪 

齐建党 韩璐璐 田华 

郭伟 叶向南 谢枚 

胡敏宁 潘荣灼 古穗婷 

冯球坤 刘赞滔 韩世凯 

陈铁军 

广州正明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陈恒涛 

吴雯 陈炜贤 

广州鸿泽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吴建华 王贵丹 HENRYUCHE EZE 

薜尽江 

广州美宜佳便利店管理

有限公司 梁智威 

吴明芳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

司 黄湛铭 

常柏权 暴捷 黎桂泉 

罗俭海 

广州顺豪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邓娇凤 

岳洋 

广州车用件贸易有限公

司 韦菲琪 

广州美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袁昌亚 黄顶峰 

广州柔软简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李思 邓涌 

JUNGHUN PARK 

广州巨科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蔡艽燠 

曾志轩 张达泉 黄鑫 

李荣杰 文龙 范银鹏 

石磊 梁麒 陈洪广 

广州市瑞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郝以郎 李佩旋 

吴飞 陆海容 曾祥富 

广州市得劳斯客族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许觉 陈村 

龙湛标 广东省保密协会 王欣 

广州汉鹏供应链有限公司 陈振鹏 陈冠荣 

欧阳爱平 

MOUHAMAD 

ALACHKAR 胡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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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木军 叶倩珊 陈天然 

刘尚诚 冷冰霜 杨俊杰 

李新响 柯凯东 周乾胜 

童静 广州松沃服饰有限公司 梁钜焯 

蔡笑微 鲁岩 孙家沂 

广州兴方建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永尚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现代社评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周保利 朱国胜 肖亮 

广州兴勤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崔丽卡 吕金颂 

王静 黄艳艳 韦耿芬 

简伟权 侯群娣 曾航 

钟绍琴 

广州市番禺大石长城塑

料厂 

广州申泰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董雄强 刘小红 张戈天 

杨庆斌 

广州朵研朵色化妆品有

限公司 岑伟富 

朱晓君 张花月 谢吴江 

王海威 陈少清 李坤梦 

刘小军 何荣基 王婷瑶 

杨永捷 刘浩权 周丽春 

广州普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叶炽坚 庄文豪 

陈华泰 蔡谨聪 刘媚 

罗兴春 温美葵 李登科 

广州市衣所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市洋合投资有限公

司 谭秀英 

曾伟武 钟铭君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陈舒佳 肖意 郭昊岚 

广州市足球协会 

广州市耀裕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 孙丽君 

苏伟杰 冯玉琪 龙沁颖 

曹小趁 洪作果 

广州市利兴化工有限公

司 

广东宏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郭志颖 毕志毅 

李雪高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何静怡 

路新套 广州聚采投资有限公司 苏士斌 

彭燕群 陈敬填 叶清华 

周晓茵 洪佳宜 陈小海 

张创新 曾正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梁富园 谢文竣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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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雪文 钟卓彤 谭中卉 

方颖波 利良军 吴磊明 

刘磊 

广州华医建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 吴海涛 

广东省能源协会 吴燕珊 

广州汉正街一号餐饮服

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合骏钮扣有限公司 刘静 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圣柏龙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壹树码电子产品

有限公司 彭文燕 

RIAD JAFAROV 黄爱钦 蓝昭旺 

张福生 陈彩亮 苗雨露 

广东大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通大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卢志鹏 李思静 冯桦健 

广州兴方建贸易有限公司 陈文胜 潘建华 

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州市泽发餐饮有限公

司 葛叶帅 

陈伟峰 董振辉 梁耀东 

李金钟 任华 关宇辰 

SOLIP KIM 张丽 朱树河 

洪影仪 王琨 徐睿涵 

许美霞 杨伟昊 吕婉媚 

朱龙 杨肇桂 张迎新 

陈浩城 

广州市安发餐饮有限公

司 蔡俊伟 

广东华夏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发餐饮有限公

司 叶欣妮 

广州鑫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果果广告设计有限

公司 李健敏 

黄碧鮮 杨佳能 何建辉 

杜静怡 王泽航 

广州市坤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夏文博 吴润然 

逸途汽车服务（广州）有

限公司 

广州市普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伍嘉卿 黎再明 

广州丰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吴娟娜 

广州市住心酒业有限公

司 

刘锡亮 宋伟芳 谢卫潮 

张云 李美铃 

广州爱浦路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广州卡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孙宏波 

广州点点梦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 李建燎 戚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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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艾羽丝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东吉淅祥新能源有限

公司 王丽梅 

伍小叶 陈信 陈淑慧 

广州歌斯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黄志鸿 汤江霞 

曾英好 张丽霞 

广州润联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第十分公司 

韩红艳 

广州市中佳户外用品有

限公司 黄泽荣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骆虹利 

广州廷智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广州高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许冰 赵亚南 

刘敏杰 周美群 黄海虹 

广州悉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吕良会 曾杏君 

周勇涛 游海群 李国全 

林娟 吴楚峰 郭远道 

齐建党 ZHIRAN CHEN 

广州今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江文木业有限公

司 高悦瀚 

陈依琳 

广州华图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冼健彬 

起锐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怀光胜建材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邓秋霞 

王明 

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

复大肿瘤医院 段文娟 

广州市源峰塑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

备有限公司 吕苏玲 

林彩凤 孔汝乐 李俊杰 

关继明 叶广祥 李俊桦 

刘小友 苏治侨 丁志全 

广州市聚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军 万小兰 

蔡红 杨晓彤 广州市长岛光电机械厂 

黄山锋 麦炜滔 彭秋城 

广州简依服饰有限公司 周诗豪 陈素芬 

广州普瑞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陈少妹 李庆东 

罗嘉慧 李秀伟 田福平 

KEPING XIE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吴顺清 

陈海娟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衣想布到纺织品有

限公司 

陈露珍 林梓萍 聂道静 

王豹 林炳年 张美芬 

路新套 李万旭 蔡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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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朋 梁广业 吴丽珊 

许莹淼 陈秀玲 萧浩坤 

广州妍菲贸易有限公司 彭红山 JIANTONG TU 

滕余静 肖有志 

浙艺家具（广州）有限公

司 

冯留金 孙日利 刘议谦 

刘必武 黄贵玉 潘增毅 

毕晓雯 王腾 黄小懿 

何凌枫 陈婷玲 王刘凤 

旭垄腾投资控股（广东）有限责任公司 王莉 广州随我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权威茶叶有限公司 邓达朋 花枝淋 

林惠娟 

广州伊人醉服饰有限公

司 冯锦新 

梁辉洪 

广州市潮武发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林梓鑫 

曾政雄 

德力西（广州）智控技术

有限公司 陈锦雄 

李嘉怡 周秋萍 陈会生 

郭浩辉 陈顶文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广

州）有限公司 

付国勇 苏英 叶永恒 

广州市裕亮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张婷 吴振宇 

刘婉娴 周振国 游章圣 

广州沅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君梅 李细球 

兰盈强 

广州市恒繁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广州阳齐电气有限公司 周睿翀 冯金明 

广州信辉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永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周浩 

广州市好亮堂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潘永棋 

广州市蜀旺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广州凯洁迩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 李秋颖 

骆伟杰 唐桂连 刘捷 

广州万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冼惠兰 

广州市岭南电子商务产

业园有限公司 

史武伟 李万程 江杏宜 

广州市华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黎娜 李水帮 

石建飞 林小淙 梁志明 

广州渔威进出口有限公司 崔银锋 

广州豫马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广州扬辉冷链运输有限公司 于倩倩 朱晓光 

广州德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卓美坛 黄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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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豪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莫嘉聪 

广州市联安汽车空调配

件有限公司 

韦金娇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

司 丘梓强 

广州市白云区宏达纸制品厂（普通合伙） 肖阳明 

广州恒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周带弟 何津佳 

毛俊茗 郝婷婷 罗佩瑜 

温浩康 王香华 劳华伟 

广州红心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严敏婷 魏欣 

广州市晟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潘丽红 温婷婷 

广州锐丰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李颖研 

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张小伟 广州华颐综合服务部 

广州即享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段楠 曹君 郑常书 

深圳西雅图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麦俊骅 

广州泰聚通贸易有限公

司 

黎家扬 鲍蓓 张镇雄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陈微微 

新蜂国际货运（广州）有

限公司 

广州市裕宏纺织有限公司 张水利 林强 

广州菜管家农产品有限公司 韦昭 张菲菲 

广东东和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张国坚 

广州湘恒纺织助剂有限

公司 

广州市富滋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荣蓉 刘晓霞 

广州市白云区宏达纸制品厂（普通合伙）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市集盛货物运输有

限公司 

唐小倩 王慧 

广州市名麒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卓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胡波 

广州业发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罗俊开 许加帆 张英 

邹笑影 高静 陈颖芝 

吕翠珊 

广州市天时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利惠棠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熊元梅 刘玉娟 

广州增城区汇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三头六臂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何梓瑞 

广州南北名车销售有限公司 郑涛 黄玉珊 

广州市萝岗区源华水泥预制件厂 广州优瓦科技有限公司 张卫东 

张创胜胜 杨东娜 李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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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练 郭伟生 陈慧涓 

穆海伊丁·阿卜杜外力 郑晓阳 陈晖 

王龙 彭永献 

广州市中盈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百通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叶瑞宏 章文献 

广州市十三行国医馆有限公司 熊赛君 

广州市优阳户外家具有

限公司 

广州伟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严雪莹 陈昱丰 

广州潮味邓记汤粉有限公司 董金伟 李倩雯 

广州衡创测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程启光 郑继彬 

广州创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区惠针 丁泓 

广州谏素服饰有限公司 郑创彬 蔡海婷 

广州市达而闻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段新英 吴阳松 

天河区珠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佩斯 陈志锦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海珠分公司 刘志斌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 

李进生 何乾梅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 

石建飞 何永健 钟慧玲 

吴晓青 赖财裕 石晓磊 

冯瑞婷 黄伟生 何建晓 

广州美忆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华亿建设劳务分包

有限公司 吴伟君 

陈纪全 

广州市倬唯印刷有限公

司 徐军 

广州铂业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洪绍君 高阳 

MONIR DAWOUD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林卫萍 

广东大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市重泰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广州榛叶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

司 余马福 

广州飞升创展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

司 吴雪琼 

麦文场 冯远锐 杨文建 

林雅茹 

广州双锐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 曾利华 

广东光彩南粤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李志强 林秋璇 

张田贵 李杨东 胡汉其 

广州市大北食品有限公司 彭旺 

广州晋邦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司 

广州威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林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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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芳 陈桂标 张载丰 

朱志杰 郑泽锐 广州思佳传媒有限公司 

龚天贵 李石来 KUKI KIM 

刘大明 潘洁如 廖泽勇 

广州启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天乐 邱昊然 

广州市仁柏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硅涂新材料有限

公司 刘畅 

陈·日斌 梁颖斐 黄健林 

JAEKEUN KIM 李贺亨 傅小兰 

彭玉群 温瑜卿 韩留印 

丘国标 梁茵 骆志衡 

广州润讯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威士嘉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 周雨桦 

刘沙燕 曾洪力 王绪冬 

广东道臣物流有限公司 谢晓金 李纯 

史祥宇 朱琼芳 杨晓娜 

广州市城境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谭雪芳 张小林 

广州施可瑞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同希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李小云 

广州和励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罗富华 窦婷婷 

伍小叶 刘珍琼 柴一栋 

广州市天工匠业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恩腾斯机械有限

公司 石佳靓 

广州南北名车销售有限公司 徐海鹏 招健维 

广州市亿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普联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杨成就 

广州凯迪门业有限公司 

广州普联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杨淇戈 

穆海伊丁·阿卜杜外力 翁晓青 曾彩红 

广州开鑫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谢俊杰 牛福英 

刘淑丹 黄月齐 樊嗣原 

广州市金顺月历有限公司 胡纪苗 曾丹鹏 

广州鼎程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奶牛食品有限公司 陈德生 

冼志偉 易文杰 李祥 

广州市景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斯婷 广州正朴化工有限公司 

陈锦骅 魏验林 冯锐谭 

赵素平 谢伟杰 邓朝国 

广州市绿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梁灵珊 肖敏 

广州洲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翠霞 陆浩森 

广州艺马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陈伟雄 刘洋 

樊延珊 李晨碧 周民娟 

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 钟汶轩 李龙 

广州市八合里海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郭灏 广东鸿盛峥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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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李粵芳 

广州市楷盟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云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袁小明 何锦冲 李锡汉 

广州旺威商贸有限公司 沈永超 肖颖秋 

广州市生发餐饮有限公司 严旺佳 朱泽敏 

梁嘉鸿 杜秀清 罗震 

广州沃克斯顿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钟甫立 

广东莲道实验室设计有

限公司 

胡小媚 唐伟麟 

广州市庚荣集成房屋有

限公司 

黄世周 钟丽华 颜奇鸿 

广州九建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丁思远 毛子丹 

陈伟峰 周锦顺 吴洁敏 

周荣武 卢结枝 

龙凤出行（广州）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帅章冯 何巧巧 梁文建 

方贵 

广州蓝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李航 

广州市安成达物流有限公司 陈志好 王凯 

刘清宣 欧阳月 司徒坚华 

广州艺马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冯正航 

JONATHONYUCHENG 

HU 

SOLIP KIM 陈文艺 黄金英 

龙亮星 周志斌 

华胥基金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 

广州联觉思维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张广进 王疏影 

王柏华 卓泓铎 刘瑶杰 

邹秀群 

广州市黔穗服饰有限公

司 王文婷 

谢安琪 颜佳 

新地投资（广州）有限公

司 

原俊烽 王颂 何嘉懿 

MOHMEDAASIFABDULHAMID 

MANSOORI 林伟潮 广东集之家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康源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保华安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 宋华龙 

广州如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颂茹 唐煊 

广州平衡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周泽 

广州贝伊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王凯涛 郑葵好 杨世发 

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 彭德伟 胡俊杰 

陈灿明 古小燕 苏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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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昭能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大鲲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刘相成 

廖耀明 李耀玲 陈金龙 

广州富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善昭 

广东北辰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东中奥国际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广州宗用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金泓成 

广州市宏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伍子春 吴换娣 

方俊锋 广州朗欧服饰有限公司 黎活良 

广州市宏强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升本教育投资（广州）有

限公司 周智东 

杜建威 张兴喜 郭俊良 

广东空港置业有限公司 李雪贞 罗垂钦 

广州瘦瘦猫服装有限公司 谭建明 范成 

广州奥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洲空调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柯志恩 

吴亚芳 

中宸（广州）食品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苗智超 

广州中电一线科技有限公司 李茂林 滕千明 

吴幸杰 方佳 王萱珊 

广州安善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

公司 

罗茂囯 张文杰 刘伟 

广州海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杨剑平 苏少妹 

冼震林 朱明玥 

中铁四局集团物资工贸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凡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秀利 

中铁四局集团物资工贸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阳伟华 黄三舍 段金强 

林德秋 

广州松宇斗山机械有限

公司 林立权 

广州承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范志翔 关俊奇 

曾祥慎 郑欣杰 许赐芬 

广州圣茂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乾晟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梁华林 

中盟健康现代农业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广州比翼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吴丽雅 

广州桑威科技有限公司 邝树威 邓中君 

广州市白云区宏达纸制品厂（普通合伙） 叶树强 蔡丁盛 

广州市钜鑫科技有限公司 刘国煌 詹若儒 

廖艳鹏 李家翎 崔俊德 

广州聚才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广州市楹烽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钟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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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月红 

广州企之航广告有限公

司 陈映欢 

广州东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刘志伟 宋佩茹 

广州市晟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鸿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刘驰 

广州市铧怡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祝勇 胡小力 

广州淇云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伯东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代表处 黄艳 

广州杰奎琳内衣有限公司 陈彩琴 雷凡 

何建鹏 杨志毅 江港平 

谭千福 罗德英 陈湛荣 

胡秋莲 

广州太三忆化工有限公

司 黎锦兴 

广州默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响增 陈斌忠 

广州市振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永桥 王浩铭 

林国强 杜景泉 张鸟英 

黄少芳 

广州市天河区东风实验

小学 毛根林 

钟志敏 亚婷婷 钟爱琪 

文兴 欧大宁 

广州璟宏生态技术有限

公司 

陈粮庄 温展鹏 

海南广铝幕墙装饰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周凤 谢雨婷 陈彧澔 

广州小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黄学勤 苏智力 

广东华夏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儒银 刘爱军 

冯智力 王波 何之洋 

广东海崎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林永伦 何梓程 

黄大均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

公司 曾招安 

褚范宇 陈晓敏 廖剑英 

广州市豪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罗丽英 王振兴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

司 

广州市笑点文化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 

广东岭粤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信成基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广东益阁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石合群 毕燕平 袁斯乐 

广州原生萃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SAMSAIFNAJI 

AL-KHULAIDI 王家辉 

方泽彪 

奕海智能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广州信辉服饰有限公司 宋明标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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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华南分公司 

广州市合骏钮扣有限公司 

广州金嘉城食品设备有

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广州市卡特专用车贸易有限公司 张琳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华南分公司 

广州锐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钟礼杰 李晓洪 

林罗文 宋玉龙 蔡娜 

广州市白云区和又乐海鲜酒楼 林光贤 梅佳旺 

广州市速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文莹 陈嘉俊 

钟海平 卢秋丽 刘传铃 

曾茜仪 李锦源 庾少兴 

林启玲 广州展宏服装有限公司 张家霞 

广州市国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湘立成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梁勇 

广州科马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李东阳 

广州市根古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 

广东中建品诚置业有限公司 林举锋 广州兄弟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市振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炜昌 余壮强 

贵州地矿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公司 李俊霖 蒯忠玲 

广州市金六星工贸有限公司 徐丹 黄厚照 

广州奥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王俊杰 李远玲 

广东菲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铭嘉展示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安捷电维智能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梁盎然 余树辉 宋殿龙 

深圳西雅图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何绍行 

广东铁青国际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 

广州佩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庆建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何利珍 

周穗芳 余泽武 

广州市源铁装卸有限公

司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优选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 李小艳 

杨倩 姚红梅 蔡柔洁 

广州市八合里海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马海璇 王锴 

罗茂囯 朱长春 

广州康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潮武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信诚招标代理咨询

有限公司 罗志明 

黃盛义 胡佳 刘娟 

广东光彩南粤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李烽 刘焰洪 

广州旺威商贸有限公司 梁锡钜 郑茜欣 

郑冰娜 赵国宏 广州宏昊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市速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梁燕娟 钱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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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瑞峰 

广东卓创乡建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吴越 

王飞 冯静文 张运容 

广州市钜鑫科技有限公司 韩俊华 

广州市帽峰山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岷塬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增城分

公司 刘凌臣 

广州市致远方建筑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岷塬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增城分

公司 广州航铁传媒有限公司 吴亚平 

广州欧密伽畜牧有限公司 

广州晨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运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清宜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江锦婷 云翔 

陈·日斌 朱瑞珊 

金骏（广州）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吴亚芳 李燕红 

广州臻善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昊沃（广州）汽配商贸有限公司 文秀清 杨恒召 

徐明明 陈引 华丽红 

广东大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加藤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余敏诗 

广州市高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郑生亮 张静 

广东佳洁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殷鉴滔 盈燕 

郭武超 皮玉全 郑友旭 

吴泽江 龚仲文 梁振荣 

广东一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赖仁纯 温超仪 

广东甘化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胡克丽 

广州市艺田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 

广东天适樱花悠乐园有限公司 刘晟剀 王尽友 

广州市鸿锦印刷有限公司 劳倩文 

广东银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辉腾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航隆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广东艺淼特种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达而闻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李棠洁 陈卫人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淘迈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 苏鹏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郑志鹏 

广州安易捷机电有限公

司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素敏 

广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广州市柏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佳钰恩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冼恒怀 

广州珺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凯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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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威（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津土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李结容 

广东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邹家成 陈永聪 

张敬杰 毛娟娟 严子祥 

广州市隆焱贸易有限公司 陆永胜 钟丽婷 

广州康乐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马学彬 黄立丽 

唐丽东 林倩莎 潘施施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梁洁娴 

广州万众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云上贸易有限公司 徐洁婷 李昌洲 

广州亨利腾商贸有限公司 刘雁 张冬 

广东能人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张永潮 

广州杰福雅商贸有限公

司 

广州奋钧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张小芳 陈建宏 

谢春联 何晓绵 

广州市联鲲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众享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 

广州市创岐达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方晨广告有限公司 黎国胜 

龙亮星 刘浩 刘秋平 

广州万泊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咔嚓贸易有限公

司 林旭霞 

广州市白云区宏达纸制品厂（普通合伙） 邓茹燕 杨烨 

广州凡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汇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夏立超 

夏卓峰 肖曼玲 龙汝梅 

邹忠洪 周娟 陈彩娇 

广州亮影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广州润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林慧群 

付平 黄柱辉 赵晨旭 

何欣蔚 叶妍君 邓钧陶 

广州艺马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詹小箭 陈信堂 

广东省能源协会 陆志杰 郑燕莲 

广州淇云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RUOQI BAUER-HE 广州触网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忠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黄立平 罗林兵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王荷芬 吴小华 

广东建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石金丹 

广州市华陆皮革辅料有

限公司 

廖道恩 

广州市米壳儿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广州川十供应链有限公

司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李自敢 

广州鑫安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谢健铭 黄俊伟 黄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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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群好 曾杰辉 张君 

江宛茜 谢嘉欣 

广州敏瑜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刘东梅 李晓伟 

广东格绿朗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 

刘松林 陈小红 肖丙锋 

广东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李权城 谢丽斯 

广州市碧草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品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邓慧贤 

邓小亚 沈觉辉 谢伟杰 

MONIR DAWOUD 

广州崇实自动控制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永发储运有

限公司 

林若琳 

广州市蓝鹰饮食管理有

限公司 陈萍娟 

曾人祝 广州天丰布业有限公司 梁家柱 

吴煜楠 王雅琼 龚焕杰 

邓亚云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周三玲 

陈和 冯华仔 林锦璇 

黃盛义 黄华琴 沈志腾 

钟润根 罗杰清 屈伶俐 

陈晓玲 叶茂 郑朝宾 

广州善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邹明燊 广州富鑫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珈铭科技有限公司 崔炜强 杨丽珊 

广州飞升创展管理有限公司 郭烨 张佩妍 

梁志 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鑫丰润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李秀珍 

广州市中添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绿亿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淇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陈晓薇 陈欢 

伍光华 许泽炜 马吟娜 

梁颂恒 梁书滢 KEIKO FUKAYA 

何宏达 张俊龙 敬洁 

邓海燕 

广州市谷柔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 奚桂展 

唐丽东 梁渐洪 牟超 

路易威视智能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罗云 严焕朋 

和瑞达（广东）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胡水兰 

广州市丰年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韩培千 梁锦英 

中铁建华南建设（广州）

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广州诚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林君 

中航机场工程设计（广

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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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翔 李镇杰 彭黎琴 

付明 叶海强 

广州华星光电半导体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 

蔡渤 陈巧妮 陈海浩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圣驰鞋业有限公司 

丹辉（广州）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 

广州市片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范天 刘霏 

陈皓楠 MAHMOOD ALSAAID 何玲 

广州市唐汉化工有限公司 姜婷婷 陈汉钊 

广州枫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王佩 徐晓风 

广州社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林莉 钟海文 

广州润和颐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廖建鹏 陈荣 

广州市永荔防治白蚁害虫有限公司 林婉梅 林智达 

广东百通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洪兆尊 胡百春 

逸途汽车服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仨江混凝土有限

公司 林伙珍 

颜力聪 陈思源 林志莲 

广州市高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何俊怡 张心灵 

广东金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成威 刘美斌 

姜剑 江炜聪 骆建东 

唐本标 冯沛榕 陈敏君 

常婷婷 舒小芳 吴嘉志 

广州延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大势科技有限公司 李明辉 

广州恒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黄聪媚 陈艾森 

徐满康 陈志坚 

广州欧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李远发 黄石娇 吴惠文 

广州市阿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潘苏灵 黄波 

何建雄 郭炬华 

广东德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何彩燕 白红光 广州景泽置业有限公司 

叶厦楠 张扬 麦秋秋 

吴银英 蒋鑫峰 

广州邻里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 

程德强 

广州端众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曾丹平 

黄依纯 广州芸骁化工有限公司 李林桓 

广东中科天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纽爱新能源（广州）有限

公司 杨国斌 

王雄平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

公司 裘曙光 

广州市达而闻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苗凌翔 广州颛星科技有限公司 

范青青 刘锦宝 许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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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洁梅 陈佩珊 王若男 

广东大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宣妍科技有限公司 杨志玲 

广州柔软简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李颖娴 

广州市铧怡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石月华 宋保建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市泽发餐饮有限公

司 杨国球 

广州信辉服饰有限公司 黄安强 刘劲 

李粵芳 

广州凌恒浩运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超衡花木有限公

司 

麦康德 李鹏程 

广州市超衡花木有限公

司 

广州市科信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高莹莹 曹勇田 

毕金龙 宋伟舜 张明明 

中和一诺（广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李伟常 吴国政 

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南区分公司 张泽燕 田金梅 

莫石荣 黄耶鲁 谢俊俭 

徐惠慧 林振华 ENGSIONG JEW 

刘东志 

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梁传艺 

未来智人再生医学研究院（广州）有限

公司 岳四峰 高鹏 

安吉智行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分公司 陈利达 王东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钟浩鹏 胡琴 

广州市番禺区白华液压气动机电厂 苏炳权 陈志豪 

广州绿之润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朱真勇 林碧甄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朱晓臻 沈健辉 

广州联觉思维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吉衡运输代理有

限公司 杨琴 

唐金金 

广州市证度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梁玉婷 

广州市众诚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莫进威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 

林雅茹 耿飞飞 钟敏 

广州市迦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远峰 李锦泳 

黄宏勇 廖林楷 

中铁建工集团第五建设

有限公司 

广州巨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汇千纸品包装有限

公司 吴创桂 

广州信辉服饰有限公司 范圣贤 叶志能 

江祖付 龙计娴 李兰兰 

广州银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钟艳华 钟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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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藏仕豪 王雨婷 

广州恒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邝灿深 李南方 

蒋龙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广州市良运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梁剑锋 赵镠珂 

广东恒巨建设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市一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简树新 郭逸聪 

阳萍 黄军忠 许瑶瑶 

张运军 

广东金色幕维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蒋蕾 

李柱林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伍国庆 

增城市富荣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学无涯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莫良金 

广州中建双龙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越景物业租赁有限

公司 董永涛 

闵广军 广州青春物流有限公司 胡欣怡 

广州众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张洁芳 钟启就 

叶文勇 何煜辉 

广州九井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增城市富荣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梁少坤 广州天悦皮具有限公司 

洪文剑 钟银霞 潘菊姿 

彭辉君 

广州俊发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东方莫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广州市业弘金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孙宝芳 李创 

广州昌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景麟 

广州润晖生态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唐芳兰 袁雄辉 戴勇 

蔡志平 

广州市万国德勤商务有

限公司 

广州远达路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岷塬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增城分

公司 罗兰 张向征 

刘志贤 陈玉连 

广州弋鹰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黄伊纯 

广州市尊一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广东鑫国源能源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鼎捷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周永杰 

广州鑫润新材料有限公

司 

广州之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李明宗 

广东道臣物流有限公司 

承祥（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吴子强 

王豹 张雁君 陈雅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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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菲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郭锦鹏 

ZEFAN CHEN 李黎黎 贾淑芬 

吴祖清 涂艳连 蔡静娜 

谭肖辨 赵伟成 李娟 

刘石清 

广州云腾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市御玖轩贸易有限

公司 

郭至端 彭飞当 梁启明 

广州君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王瑶 庄少滨 

汤洁芳 

广州市同源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李超华 

明耀辉 刘诗瑾 

广东智互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广州市潮发餐饮有限公司 曾政 

广州瑞一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林宏城 谭素梅 肖露斯 

许永加 李洁怡 梁红英 

侯青丽 

广州嘉轼轩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 廖鹏 

全昌健 唐桂锋 黎笑梅 

梁一红 吴柱强 梁力恒 

陈志军 关灼燊 何东明 

黎翠莲 钟诗琪 

广州天浩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马建新 孟清雅 李旭瑜 

李旺云 

东景装饰设计工程(广东)

有限公司 谢俊杰 

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 梁伟祥 吴海凤 

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 万光辉 张小华 

龙杨军 方丹 郑会州 

广州市海珠区华友食品贸易商行 冯国维 宋燕青 

广州英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JINGBO CHEN 广东博泰贸易有限公司 

宏坤船舶配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陈志明 广州奢星传媒有限公司 

黄雪怡 张业林 胡骏杰 

王乐 伍浩贤 周静汶 

梅文龙 姚雪妃 

广州厨缘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何久飘 

广州市协佳服饰有限公

司 赵萍萍 

李沃汉 柯志勇 

广州天铸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捷仕供应链有限公司 张林 

广州唐后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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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利工程有限公司 黄信雄 

广州圣凯斯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张致杏 骆志君 莫世祥 

肖芳 王飞 欧志刚 

刘剑威 卢家伟 田转 

胡立 赖海标 李贞 

王斌 

广东飞鸿盈安建设有限

公司 张荣 

叶相林 林俊鑫 张超强 

广州晴科太阳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狮达贸易有限

公司 JUQIANG YAN 

黄利群 张育青 

广州企昀会务展览有限

公司 

黄嘉敬 

广州挚爱纺织品有限公

司 

以信（广州）在线科技有

限公司 

叶振鸿 李根炜 钟帅 

陈智锋 谭均源 

广州市凯宏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林梓潮 魏画野 钟海兰 

黄文新 李定超 解建邦 

戴诗维 刘凤莲 邓敏淇 

黎晟 何芝蓉 

广东一珏文旅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戴蓉 张帆 孙小丹 

田林朋 邹赞新 冯明华 

莫永明 岑国颖 郑菲桃 

黄大均 

广州旭隆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 方泽伟 

明耀辉 罗洁 

广州亿达箱包材料有限

公司 

广州淇乐多饮食有限公司 黎婉珊 陈建宇 

李景顺 杨丽芳 

广州市中盛物流有限公

司 

宋春华 周晓丹 植婷 

广州市旗古纺织品有限公司 黄艳松 庞文龙 

广州华之森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陈秋霖 

广州太好刷科技有限公

司 

何永胜 蔡建雄 SEUNGCHUL OH 

卢妍旬   

 



 94 / 94 
 

请利息退还不成功的竞买人进入广州市中小客车指标

调控竞价系统（网址 http://www.gzqcjj.com），通过“在

线缴付”中的“修改利息退还账户”，填写申请编码、手机

号、验证码后，修改利息退还银行账户信息。利息将于下期

竞价保证金利息退还时间一并退还至竞买人所填写的银行

账户。如有疑问，请拨打服务电话： 020-83512333、

020-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