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海人力集团文件

红集党群〔2021〕001 号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优秀劳务员工

和优秀员工标兵的决定

各片区集团、鸿日培训咨询集团、红海云集团、职能

总部：

2020 年是集团员工经营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中，集团

劳务员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

参加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为客户单位创造佳绩，与红海同心

开拓、凝心聚力、积极贡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面复

工复产和推进集团重点发展战略等方面，涌现出大批务实苦

干、爱岗敬业、模范带头的优秀员工。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优秀员工敬业、勤业、精

业，不断推进集团创新发展，根据集团《关于开展 2020 年

度红海优秀劳务员工和优秀志愿者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

经客户单位和各分子公司推荐，片区集团审核，集团评先工

作领导小组审定，集团研究决定，授予韩玉娟等 410 名同志

“优秀员工”。



在 410 名优秀员工中，涌现出一批先进标兵，立足本职，

兢兢业业、爱岗奉献，在劳务员工队伍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

用，在红海和用工单位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

促进用工关系的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经客户单位和

各分子公司推荐，片区集团审核，集团评先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集团研究决定，授予谢柳红等 31 名同志 “优秀员工标

兵” 。名单如下：

红海派驻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谢柳红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刘经纬

广州白云山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周辛茹

广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阳春物流中心 岑固

广州皇上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肉食制品厂 陈敬林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叶志勇

广州市达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冯丽芹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杨洲强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魏东华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吴宏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陈沃才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办事处--南沙街网格办 罗彩玲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人民政府--黄阁执法队 周宗

保利长大工程公路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罗智鹏



保利长大工程公路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徐明利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丁志文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夏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 步士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胡春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周婉珍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唐静瑶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广州 梅

智君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徐燕红

上海高桥加德士润滑油有限公司 高承杰

中国邮政济南邮件集散中心 时长向

中国邮政甘孜藏族自治州分公司 吉胡布哈子

甘孜州烟草公司 李龙贵

中国邮政重庆市渝北片区分公司 李天国

中国邮政长春市分公司 张秋颖

中国铁建重工送变电工程公司 许鹏

中国铁建重工送变电工程公司 张敏

希望以上受表彰的优秀员工及优秀员工标兵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将取得的成绩当做新起点，将获得的荣誉当做新

动力，在本职岗位上创造新的业绩，以实际行动带领员工加

入先进行列，为红海人力集团和用工单位的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集团号召全体员工以优秀员工为榜样，保持饱满的工作

热情和高昂的进取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弘扬红海“工匠精

神”，以实际行动和不懈努力，与红海人力集团和用工单位

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



附：优秀员工名单（共 410 名）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

厂

韩玉娟、朱泽宇、黄新建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杨卓昱、冯全波、麦炳尧、麦永言、谢柳红、梁桂兰、

钟啟杰、胡卓韬、梁颖潜、钟永智、曾炳坚、冯嘉琦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周伟询、陈锦远、付上聪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卢远雄、张艳方、谢国滔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陈志刚、高雪杉、王健、兰介锴、刘经纬、黄士富、王

星、吴海特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吴晓霞、章步云、莫东林



广州白云山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陈琛、李萍、彭磊、唐琳、颜志刚、周辛茹、陈艳霞、

高志强、李佩佩、任强、肖红、赵丽萍

中煤江南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陈晓文、程志文、梅桂华

广州铁路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何建兴、黄小智、孙定阳、周志成、陆伟强、冯超龙

东莞鸿竹商贸有限公司

陈东进、赵梦林、张宇

海南鸿竹商贸有限公司

邱连秀、杨声丹、陈丽君

广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阳春物流中心

岑固、曾庆彬、肖达昌、宁拓、华世胜、崔伟雄、涂烨

华

广州皇上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肉食制品厂

蔡梅英、秦金映、王春连、黄康立、朱木水、毛战锋、



陈爱花、陈敬林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邢继强、何崇相、黄锋光、赵兵

广州皇上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禤慧清、闲铭丽、何信梅、黄记芬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孙真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东方疏浚分公司

周俞烨

中交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刘嘉丽、骆彬悦

广东粤通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李培玮、李华奇、李杰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

刘祝美、谭顺萍、萧碧云、刘毅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刘嘉俊

广东拓奇电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黎玉林、钟练、潘子龙、敖国祥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董银银、谢伟明、魏宝文、张关旺、赖志强、范现彪、

严慧、张媛、张煌基、江宋开、梁根荣、廖文钊、陈啸、叶

志阳、邱冬冬、陈嘉碧、何凯、袁道荣、张新文、陈元昊、

叶志勇

广东华三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杨其平、陈万

广州市达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徐蝶梅、曾细颜、岑凤结、周玉霞、冯丽芹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何清芬、成瑶、陈烟群、潘有乐、梁登爱、曾秀清、杨

洲强



广东珠三角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台山分公司

周德强、陈志富

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黄健

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黄锦章、邱满华、吴镜全

广州万宝电机有限公司

李三红、罗元英

广州市赫能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贤国、李柱欣、陈国财

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冯穗丹、叶茵茵、汪玲瑶、林少健、周伟东、雷顺、曹

照荣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

叶春梅、沈文奇、张考胜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张运涛、赖志成、詹熙泽、谢凯嘉、魏东华、庄皓清、



吴佩禧、吴宏杏、林杰华、温炽辉、刘文伟、赖金练、杨红

飞、苏乘

广东大舜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曾宪姬、何小清、苏子深

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刘健、吴国峰、杨松羊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侯武魁、孙洪达、许秀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张会玲、凌宇、杭海、曹洁民、关健斌、刘淑君、梁玉

麟、郭培、林少立、林群华、陈智科、蔡建龙、郭豪龙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办事处--南沙街网格办

郭文斌、陈楚飞、罗彩玲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大岗

执法队

吴国彬、梁婷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人民政府--黄阁执法队

周宗、李碧盛、吕华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人民政府--黄阁环卫站

麦巨楠、麦伟辉、黎桂金、冯月兴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人民政府--黄阁网格办

张秋敏、黄宝怡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实验幼儿园--南怡湾

徐芳、郑雁璇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中心幼儿园

郭丽婷、王舒君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中心幼儿园--凤凰幼儿园

陈嘉茵、郭继刚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麒麟新城幼儿园

衣丽霞、谢锦陵、陈柏全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中心幼儿园--明珠幼儿园

林灼胜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刘金宝、陈伟文、吴泽鹏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林培群、林旭、丁逸润、王银华、熊桂亮、梁耀乾、程

凯、李嘉文

广州广日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张永强、唐业群、李威炯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谢群、朱伟杰、韩志祥、黄峰、陈桂海、罗智鹏、骆斌、

刘华诚、郭泽民、李欧阳、陈泽通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周灼凡、何超坤、邹仲贤、周拥军、曾仪文、关党芬、

郭武鹏、朱锦良、王兵、徐伟聪、陈宁、陈旭勤、徐明利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丁志文、林嘉琪、陈爱树、易玉容、余万业、黄栩生、

罗乔木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夏军、周阳、蔡彬妮、林坤鹏、胡期莲、姚日生、吴锐

文

广东长大道路养护有限公司

元均成、陈贵华、赵国文

广东长大工程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刘明洋、程健浩

广东中交龙沙物流责任有限公司

何访文、张汉超、孔政、唐伟强

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王鹏豪、张磊、谢滨、陈奋斌、梁剑超、黄竹亮、刘衍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李心怡、王靖君、王子聪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志伟、陈丽珍



广州港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廖四炎、彭科铭、王槐鹤、黎文贤

中交四航局广州南沙工程有限公司

刘伟、洪毕兴、王成帝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

薛玮、郑丽丽、罗昊君、林加玲、吴伟旭、步士伟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莫才顺、许晓玲、罗玉屏

广东公诚设备资产服务有限公司

尚新星、王伟健、刘晓冬、李榕、陈孝华、刘爱强、杜

樱茹、罗英惠、吴卓斌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南方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刘晓娥、胡秋林、李澎、罗雄磊

增城区青少年宫

李育霖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邮电大厦



伍丹珠、严芷莹、阳新春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影楠、钟福成、黄杰文、黎振东

长春第一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甘营业、周俊文

佛山水业三水供水有限公司

何步胜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洲支行

唐汉滔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海支行

蒋罗根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陈冬模、高伟红

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

何建华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

谢小梅、古艳芳、邹亚姣

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

黄根发、张运斌、范桂芳、韩日光

乐昌市安捷铁路轨枕有限公司

张李龙、刘称生、沈伟根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晓盈、胡婷、虢超军、李帆、谢锟、张杰、何叶、曾

楚雄、邵军平、黎爵湃、郑爽、郭亮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刘晓盈、胡婷、虢超军、李帆、谢锟、张杰、何叶、曾

楚雄、邵军平、黎爵湃、郑爽、郭亮东、李宇慧、傅新、曾

敏婷、李艳芳、李冬桃、李启成、黎天荣、许仕康、黄志钊、

叶广宏、区淑霞、姚健、林晓鹏、谢奕璇、何嘉锐、陈广源、

张宏、伍少东、郭俊锋、杨静、吴君伟、方晓红、薛利、胡



春明、林荣俊、陈沛翰、秦伟洁、冉飞、孙双凤、李帆、周

婉珍、岑凤仪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唐静瑶、吴丽琴、朱秋婷、朱小燕、陈小沉

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冯杰豪、符传霞、卢芷韵、陈秋怡、姚依彤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广州

梅智君、王炎妹、郭鑫娜、韦素华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徐燕红

上海高桥加德士润滑油有限公司

高承杰

中国邮政济南邮件集散中心

时长向

中国邮政甘孜藏族自治州分公司

吉胡布哈子



甘孜州烟草公司

李龙贵

邮政重庆市渝北片区分公司

李天国

中国邮政长春市分公司

张秋颖

中国铁建重工送变电工程公司

许鹏

中国铁建重工送变电工程公司

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