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优秀会计工作者

（按姓名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丁为众 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2 刁英峰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

3 于秀梅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马彦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马章根 深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 王宇 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 王苏荣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王丽雯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 王君 深圳穿金戴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王建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11 王健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

12 王琳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3 王超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14 王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15 王黎苑 深圳市农科集团有限公司

16 韦俊松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7 车晓昕 中国地利集团

18 毛咏梅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方小琳 中银信息技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20 方欣 深圳市深国际现代物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1 方静娜 海兴圣创（深圳）控股有限公司

22 尹杰琼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23 尹恩刚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4 邓伟锋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5 邓红玉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26 邓奇志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 龙云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28 卢旭蕾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29 卢敏玲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叶岸桢 深圳市中医院

31 印婵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32 冯绍星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33 皮建存 深圳市深国际华章物流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曲扬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5 吕兵 深业集团（深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6 吕恒新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朱大华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38 朱小凤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39 朱建军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40 朱顺江 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1 朱艳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42 朱德文 深圳市浩立信图文技术有限公司

43 乔宗利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 向东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5 邬碧蕾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46 刘世超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47 刘劢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48 刘向东 深圳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

49 刘芳 深业集团（深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刘昕清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刘明山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52 刘岩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53 刘振中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刘雪生 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55 刘敏 深圳市赛格康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56 刘道心 深圳山田电器有限公司

57 刘锦霞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8 刘毓 深圳市五洲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59 刘毅芳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刘巍 友联船厂（蛇口）有限公司

61 闫晓锋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62 池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63 许月丽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 孙彦丛 深圳市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

65 孙铭泽 深业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 孙清 深业泰富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 孙淳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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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阳小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69 苏洋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70 李义平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71 李亚婵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72 李明明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73 李明俊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74 李春雷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李昱春 深业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 李娅 深圳市福田区国库支付中心

77 李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78 李琍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 李琦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80 李婷婷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1 杨步湘 亚太商学院（深圳）有限公司

82 杨彤 深圳市深业基建控股有限公司

83 杨佩珍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84 杨建辉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85 杨剑平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86 杨梅 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87 吴红 深圳市同创不动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8 吴前慧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

89 吴海棠 深圳市赛格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90 吴琼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91 吴瑾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92 利伟凡 深圳市深业中城有限公司

93 何海滨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94 佘晓明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5 余衍飞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96 谷婧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97 邸燕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 汪君 深业置地投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99 沈雪英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张天成 深业鹏基（集团）有限公司

101 张分华 深圳市五洲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102 张心亮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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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张永刚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04 张光柳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 张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106 张凯文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107 张虹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08 张顺和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09 张洁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110 张笑芙 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1 张笑楠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12 张海帆 深圳市赛格宝华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3 张渝 深圳市赛格宝华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4 张媛媛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15 陈龙华 深圳市赛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6 陈创涛 广东粤海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17 陈阳升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118 陈志刚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19 陈陆军 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20 陈武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121 陈茂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22 陈叔军 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23 陈展 深圳市云石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24 陈婷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125 陈蓉 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26 范志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127 林靖宜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8 罗成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9 罗自林 深圳海星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130 罗宏健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131 周仕文 深业进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32 周宏普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 周晟帆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134 周晨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 郑伟 中国移动广东深圳分公司

136 郑志远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 郑坚东 深业鹏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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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屈先富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39 孟飞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0 项有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1 赵文宇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2 赵桂萍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43 郝宇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4 郝志超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145 胡利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46 胡睿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 钟小华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 皇甫雪莉 深国际商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49 侯佳静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 俞浩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1 姜陵 深圳市易图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152 贺志东 智董集团有限公司

153 秦安新 深圳市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

154 袁义军 深圳市中科强财科技有限公司

155 袁冶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56 袁国 深圳市古德菲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57 夏斌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8 徐巧玲 深圳市澳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9 凌平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160 高虹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61 高峰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 高鸿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

163 高瑞珍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64 郭玉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65 郭星飞 深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66 郭奕 深圳市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

167 郭晋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168 唐小平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9 唐志英 深圳市科之谷投资有限公司

170 黄新联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171 黄澄 深业置地有限公司

172 曹中效 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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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戚纯生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74 龚四新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75 崔亮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 梁群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7 彭小微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8 彭秀华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9 蒋春莲 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80 蒋群英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1 覃文忠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82 程杰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183 曾凡跃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4 曾云惠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5 曾少冰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86 曾江虹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

187 谢丹丹 深圳市中医院

188 谢珍贵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89 詹伟哉 深圳市江财人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190 蔡克林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1 廖钧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192 廖慧英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3 谭小惠 深业泰富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 谭旭 深圳市儿童医院

195 熊晓建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6 熊琳 深圳华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197 黎萌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198 燕仕伟 深圳科技工业园（集团）有限公司

199 戴敬明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0 戴斌 深圳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