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文件

粤物协通宇[2020]65号

关于表彰 2020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
优秀项目经理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表彰我省物业管理行业一线项目经理在工作中的突

出贡献,根据 《关于申报
“⒛2θ 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优秀

项目经理
”
的通知》(粤物协通字[2020]63号 ),授予在⒛2θ

年物业管理项目服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179位 同志
“⒛⒛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优秀物业管理项目经理

”
称号,

并颁发荣誉证书。

希窆获表彰人员继续发扬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在工作

中始终坚持优质服务,不断提高专业水平,推动我省物业管

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附件:《 2020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优秀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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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优秀项目经理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所在项目名称 

1 广东华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苏小林 省农发行、远洋明苑 

2 广东华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邓增丁 大同商业大厦 

3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冯玫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4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谢梅春 广州市番禺区府 

5 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陈新学 天河颐德公馆管理处 

6 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范海文 
中共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项目 

7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彭小勇 肇庆保利花园 

8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周锦诚 保利中央公馆 

9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刘俊 珠海保利香槟国际花园 

10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卢辉 保利番禺大都汇 

11 深圳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伟亮 深房尚林花园 

12 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彭奎 润通物业所有在管项目 

13 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尤艳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王莉 鲸山花园九期物业管理中心 

15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张亮明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16 广东珠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丽 梅花村小区 

17 广东珠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月娜 梅花村小区 

18 汕头经济特区建龙物业总公司 巫旭伟 汕头龙湖工业区 H片工业区 

19 港联不动产服务（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阁玲俐 台州银泰城 

20 港联不动产服务（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龙斌 南沙湾御苑 

21 广东鼎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黄上志 湛江鼎龙天海湾 

22 广东鼎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王本俊 湛江鼎龙湾 

23 华侨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胡倩 创意文化园 

24 华侨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许延涛 汉唐大厦 

25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黄剑辉 天朗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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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立 富力君湖华庭 

27 时代邻里控股有限公司 徐俊均 时代玫瑰园 

28 时代邻里控股有限公司 杨柳娟 时代水岸 

29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德明 天颂雅苑小区 

30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汪洋 深圳市金泓凯旋城 

31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 胡哲文 中南大学新校区 

32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 洪火炬 
南方医科大学学南方医院增

城分院 

33 广州敏捷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浩杰 肇庆端州锦绣莱茵名苑 

34 广州敏捷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厚强 萝岗锐丰中心 

35 广州广电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育娜 广州大学大学城项目 

36 广州广电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景华 北斗产业园 

37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 廖艳 韶关恒大城 

38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邓申明 华发山庄小区 

39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宋洪松 珠海华发益利名门 

40 广东泰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姚利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41 广东泰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钟水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2 深圳市之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黄勇军 中设广场 

43 广东建投嘉昱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黄金莲 建行梅州分行 

44 广东建投嘉昱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汪晓武 建银大厦 

45 中海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陈永向 中海康城花园 

46 中海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黄一航 锦城花园 

47 广州宜家创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行行 华夏中央广场 

48 广州宜家创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建波 新世界东逸花园 

49 广州越秀怡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文锋 财富广场 

50 广州越秀怡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邓志丁 越秀·城建大厦 

51 广东和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世州 广晟万博城 

52 广东和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覃盛伟 广晟国际大厦、联通新时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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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广州市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丽娴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54 广州市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伟玲 广州市第三少年宫 

55 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震 小北御景广场、高派华庭 

56 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超 新城国际中心 

57 
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岭南隽庭分

公司 
赖金鑫 越秀岭南隽庭 

58 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益鑫 翠城花园 

59 
雅居乐智慧城市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三水分公

司 
梁静林 三水雅居乐雍景园 

60 
雅居乐智慧城市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番禺分公

司 
谢申明 广州雅居乐花园 

61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罗伟平 肇庆御东方 

62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春强 佛山长信银湾 

63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浈江

分公司 
熊伟 韶关碧桂园凤凰城 

64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塘厦

分公司 
王什桂 东莞碧桂园天麓山花园 

65 广州市庆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朱亚丹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6 广州市庆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崔吉军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7 珠海市天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吴泽炎 珠海市博物馆 

68 珠海市天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耿相坤 珠海市博物馆 

69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谢勇辉 中珠上城 

70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黄孝谦 江门市蓬江区萃锦园小区 

71 广州市同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文华 广州市羊晚同创汇 

72 广州市同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贺岩 广州市文同同创汇 

73 广州市金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罗卫 先烈中路 81号大院 

74 广州东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刘晓康 白云金钟大厦 

75 珠海市锦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屈红梅 钰海山庄 

76 广东翔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国材 筠州二区服务处 

77 广东公诚设备资产服务有限公司 廖亚华 
广东省培英职业技术学校、广

州市协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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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孙东青 广州国际空港中心 

79 广东国安物业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刘水能 茗雅荟 

80 广州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王京鸿 佛冈奥园项目 

81 广东粤海天河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徐莹 广州天河城、番禺粤海广场 

82 广东客天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天水 梅江区鸿都花园 

83 深圳第一亚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玉芬 深圳华南城 

84 广东世纪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黄慧玲 世纪城国际公馆一二期项目 

85 东莞市新世纪豪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林斌 新世纪中和花园 

86 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兰品杰 中电迪富大厦 

87 河源市万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刘闯 河源市鸿大城小区 

88 广州华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玉贵 侨英花园 

89 广州市番禺祈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宇雄 番禺祈福新邨 

90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魏立苗 中粮锦云花园 

91 广州地铁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吴月明 
广州地铁 1-5 号线及车辆段

项目 

92 东莞市福康社会服务有限公司 梁佩莹 东莞市高埗医院 

93 广州星河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李鸿华 星河湾半岛 

94 广州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国锋 万科锦尚蓬莱苑 

95 广东和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魏燕雄 江南新城 

96 广州市宁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郭灿 南沙叠翠峰花园 

97 广州方圆现代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姚雪云 南沙云山诗意、南沙水恋花园 

98 
广东龙光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阳玖龙山

分公司 
刘常青 惠阳玖龙山分公司项目 

99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朱骏峰 盛景家园 

100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波 粤电广场项目 

101 广东省华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扬 广东省民主大楼 

102 广东嘉仁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彭万华 文船生活区 

103 汕头市天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肖映 汕头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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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田立志 东莞虎门万达华府 

105 化州市绿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春权 化州市绿景国际花城 A区 

106 广州通力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文南 广州供电大厦 

107 深圳市凯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任霞 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 

108 中交物业广州有限公司 李婷 中交卧龙轩（湛江） 

109 广东诚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付昭军 珠海市实验中学 

110 珠海经济特区恒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蒋思勇 珠海恒隆御园 

111 深圳市鑫梓润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钟文 广州龙归花园 

112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连小娟 深圳市龙岗海关大厦 

113 惠州隆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潘国忠 
隆生商业大厦、花边岭南花

园、花边岭东花园 

114 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杨瀟怡 南网党校 

115 韶关市南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段玉芬 

南枫碧水花城、南枫碧水园、

枫景园、东枫花园、南枫雅居、

新世纪大厦 

116 广东致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田建强 领德国际大厦 

117 广东联泰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浩岚 
悦泰春天花园、汇悦春天花园

（一区） 

118 湛江市创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梁海蓉 城市尚品大厦、城市假日花园 

119 汕头市瑞康物业有限公司 吴汉杰 汕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20 广州市金匙房地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谢文亮 清远恒利阳光新城 

121 广州市君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刘文岭 江南世家 

122 广东金发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胡够英 嘉信城市花园三五期 

123 广州虹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年春 广州市税务局 

124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进 珠海金地伊顿山、珠海美林书苑 

125 喜洋洋科技物业（广东）有限公司 卢爱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

军第二医院 

126 梅州市物业管理协会 熊伟宏 梅江区客天下 

127 深圳市公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戎贞炎 揭阳御江南小区 

128 广州安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曹永霞 
中山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东院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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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广东东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朱家华 东联物业在管项目 

130 广州市启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伟劲 天銮广场、天盈广场、天汇广场 

131 深圳市方益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郑平 深圳龙城街道办 

132 深圳天安智慧园区运营有限公司东莞凤岗分公司 冯永健 
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园区

（T5） 

133 佛山市南海区豪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志勇 翠湖绿洲花园 

134 深圳市印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刘清 湖景花园 

135 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海明 华润深圳幸福里、华润银湖蓝山 

136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邓华卿 深汕振业时代花园 

137 广州海伦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 王强 广州海伦堡花园 

138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谢光财 中国移动广东 

139 深圳松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文奇祺 深圳千林山小学 

140 广东博奥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沈荣广 统筹公司所有项目的管理工作 

141 东莞市金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孙国政 东莞市桥头镇石竹山水园 

142 广东海德东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徐海彬 海德骏园 

143 深圳招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申桂真 招商局广场 

144 福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黄晓燕 深圳全海花园 

145 深圳市鸿荣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隋涛 壹方中心 

146 东莞市东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卢爱娟 东莞东田丽园 

147 韶关市新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吕耀如 
武江区政府办公大楼、大院；

武江区武装部 

148 佛山市佳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叶梦兰 佛山永丰大厦 

149 广州市保利世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麦伟东 保利世界贸易中心 

150 广州百锲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洁珊 星辉中心 

151 广东成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胡景颐 

信禾股份公司服务项目、珠海

市排水公司项目、华中师范大

学珠海附属中学 

152 东莞市佳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崔佃军 东莞市碧海云天 

153 广东金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叶芃宇 惠州市金迪星苑小区 

154 深圳吉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巧兰 深圳市前海人寿幸福之家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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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深圳吉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于良 太古城花园 

156 广州市众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露蓉 广东省科技厅机关服务中心 

157 广州市新蓝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毕小娟 东方金融大厦 

158 广州同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贤 安厦花园 

159 深圳市东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波 深圳市福田区海安中心大厦 

160 佛山市顺德区浩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燕琴 佛山万邦商业广场 

161 广州保利商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洁怡 广州保利国际广场 

162 广州市创昂智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郑富辉 
黄埔区萝岗街道辖区城市市

容管理服务 

163 深圳市信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汪世龙 
嘉卸豪园、御城豪园、景和园、

锦秀园 

164 东莞市东城中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来寅 峰景高尔夫别墅 

165 广东晋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段立鹏 津滨腾越大厦 

166 东莞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陈子丽 东莞丽水佳园 

167 广东侨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谢彩芳 侨兴.和熙名园 

168 惠州市水岸花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陈建平 易生.水岸花山花园 

169 广东鼎元双合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但志勇 调峰调频发电公司项目 

170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禅城分公司 郭浩峰 禅城绿地金融中心 

171 上海永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肖坤 佛山-合盈家园 

172 
家利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增城逸翠庄园

分公司 
余杰 广州增城逸翠庄园 

173 东莞市鸿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华 鼎峰卡布斯国际广场 

174 广东中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潘茜茜 中信凯旋蓝岸 

175 深圳市明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吕红红 
广东电网责任有限公司汕头

供电局 

176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陈冰玲 中海寰字天下花园 

177 广州市同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革 凤福花园 

178 广州锦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于宪福 凯旋新世界 

179 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林雪 群星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