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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全球创享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以下激励对象名单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 

 

 

序号 姓名 分类  序号 姓名 分类 

1 蔡淼鑫 基层管理  16 豆泽云 基层管理 

2 曾行维 基层管理  17 杜文杰 中层管理 

3 陈建龙 基层管理  18 高卓 中层管理 

4 陈开敏 基层管理  19 古军华 基层管理 

5 陈链 基层管理  20 何旺 中层管理 

6 陈明 基层管理  21 何肖琬 中层管理 

7 陈企喻 基层管理  22 黄冬晖 基层管理 

8 陈武林 基层管理  23 黄宏 中层管理 

9 陈小 中层管理  24 黄静茹 中层管理 

10 陈晓亚 中层管理  25 黄雯 中层管理 

11 陈永胜 中层管理  26 黄新民 中层管理 

12 程陆玲 基层管理  27 孔祥萍 基层管理 

13 邓美好 基层管理  28 赖丹霓 基层管理 

14 邓耀儒 基层管理  29 黎瑞锋 基层管理 

15 董晨 基层管理  30 李德华 中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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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国敏 中层管理  53 刘云 中层管理 

32 李强国 基层管理  54 柳开郎 中层管理 

33 李松南 中层管理  55 芦子哲 中层管理 

34 李涛 基层管理  56 罗恢勇 基层管理 

35 李晓威 基层管理  57 马蓉 基层管理 

36 李洋 基层管理  58 区国伟 中层管理 

37 李玉成 基层管理  59 阮梅 中层管理 

38 李哲 中层管理  60 阮志锋 中层管理 

39 梁华焕 基层管理  61 施建华 中层管理 

40 梁敏怡 基层管理  62 石柱 基层管理 

41 梁小龙 基层管理  63 宋晶尧 中层管理 

42 廖来庆 基层管理  64 孙前路 基层管理 

43 林小倩 基层管理  65 孙柔玲 中层管理 

44 林智远 中层管理  66 孙贤文 中层管理 

45 凌健 中层管理  67 谭甲辉 中层管理 

46 凌玉龙 基层管理  68 谭洁仪 基层管理 

47 刘可庆 基层管理  69 唐婧 中层管理 

48 刘磊 中层管理  70 唐卫东 中层管理 

49 刘靓 中层管理  71 田瑞龙 中层管理 

50 刘巧兰 基层管理  72 田雨 基层管理 

51 刘婷 中层管理  73 佟瑞雪 中层管理 

52 刘迎昱 基层管理  74 王灿彬 基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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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王继业 中层管理  96 杨长河 中层管理 

76 王劲 基层管理  97 易智 基层管理 

77 王琦 基层管理  98 印百成 基层管理 

78 王远征 中层管理  99 游锦武 基层管理 

79 温林山 基层管理  100 余磊 中层管理 

80 温颖儿 中层管理  101 袁奥 中层管理 

81 文章 中层管理  102 袁艺丹 中层管理 

82 翁俊生 基层管理  103 翟润熙 中层管理 

83 吴龙佳 中层管理  104 占宏锋 基层管理 

84 伍晓峰 中层管理  105 张超琼 基层管理 

85 夏承禹 基层管理  106 张晶 中层管理 

86 向超宇 中层管理  107 张静 基层管理 

87 肖斌 中层管理  108 张鲲 中层管理 

88 肖帆 基层管理  109 张楠 基层管理 

89 肖丰苹 中层管理  110 张奇营 基层管理 

90 谢相伟 中层管理  111 张琪林 基层管理 

91 辛若琦 中层管理  112 张姝兰 基层管理 

92 徐彩霞 中层管理  113 张晓军 中层管理 

93 许楚锐 基层管理  114 张耀文 中层管理 

94 杨璨 中层管理  115 张一 中层管理 

95 杨顺 基层管理  116 郑加章 基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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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郑书凯 基层管理 

118 钟李丹 基层管理 

119 周红 基层管理 

120 朱理平 中层管理 

121 朱卫文 基层管理 

122 庄焕生 基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