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1

第二届非公有制经济凤凰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及职务

1 邓冠彪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 范展华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3 李维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4 许志勇 广东强力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5 董 静 建纶电器工业（中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 程华镇 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7 赵志枚 广东志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8 王显韬 广东荣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9 赖穗燕 至尊帝皇食品（中山）有限公司总经理

10 何顺祥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商业事业部总经理兼副总裁

11 温奕亿 广东泰安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12 温俊帆 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兼首席技术官

13 梁志强 中山市东港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14 廖俊斌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

15 梁广荣 中山市广隆燃具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16 李焱 广东天讯达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7 梁炜珀 五洲（中山）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18 邝子峰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19 吴晋廷 中山励华铭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 郑邦治 中山市积奇洋服有限公司总经理

21 陈新文 广东利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22 林守金 中山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3 旷富云 中山市云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4 卢月松 广东高普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25 李继军 中山火炬开发区信福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创始人

26 姜洪波 广东博威尔电子科技有限公董事总经理

27 黄海平 中山市优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28 郑泽宏 中山宇宏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

29 欧锦标 中山市荣实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0 姚卉诗 中山市金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1 饶志明 中山市太力家庭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副总裁

32 刘海云 中山端美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3 李兢峰 广东思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34 宋润发 广东汉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35 刘彦辰 中山市云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36 史贵 中山市迈点媒体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37 陈君豪 中山联昌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8 卢楚琪 广东华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9 张海锋 中山市福瑞卫浴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40 郭炫谟 中山市澳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41 谢立兴 中山金嘉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42 黄漪珊 中山市嘉华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43 祝寒梅 广东上格展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44 马润德 中山合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45 赖汝谦 中山格诺瓦家具有限公司总裁

46 刘志兰 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7 李建俊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区域总监

48 黄荣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49 李梓杰 中山向荣脚轮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50 何彩霞 中山恒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51 梁枫 品谱五金家居（中山）有限公司运营经理

52 谢在勤 中山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

53 郑嘉奇 中山市简寻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4 谢伟 中山市松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55 杨焕明 中山市杨发灯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56 封 毅 广东秦粤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57 刘建辉 中山泽东照明有限公司总经理

58 朱金林 中山新创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59 冯家兴 广东熊猫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策划总监

60 韦智文 广东和骏基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61 冯建彬 中山南丰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62 陈旭生 中山市华附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63 周雪蓉 中山市大象东方蜡像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64 黄健鹏 中山市优普卫浴有限公司总经理

65 廖惠超 中山市风度仕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66 邓君 广东金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67 杨涛 中山市元一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68 刘宇岸 广东成功园林有限公司董事长

69 张志宏 中山市丰源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70 李春江 中山市红古轩家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71 林毅昭 中山市明智御品家具店董事长

72 余国峰 中山锦兴制衣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73 李泳 中山市乐邦生活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74 吕丹 中山市珊妮美容有限公司董事长

75 李嘉声 广东永涂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76 陈绍林 TCL 空调（中山）有限公司总经理

77 杨金 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78 李文华 中山市樱雪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79 邓宇华 广东马迅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80 梁建峰 中山市科卓尔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81 罗梓明 中山市宏泰塑料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82 张新宇 中山市保时利塑胶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83 陈春华 中山市康丽洁卫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84 谢家明 盛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85 张小兵 广东毅马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86 王彦军 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总经理

87 张隆鑫 广东隆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88 邱子源 美迪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89 老嘉铭 中山市基鑫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90 区凤津 中山市世纪明家家艺有限公司总经理

91 叶伟明 中山大翼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92 林昭延 中山市天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93 陈社基 中山市三乡镇英和百货商店总经理

94 赵志祥 中山诚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95 付明涛 广东鑫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裁

96 宿 峰 中山金佳远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97 雷钢荣 中山市盈利丰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98 魏杰彪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99 钟戊喜 中山市天惠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100 胡子俊 中山市昊景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