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推荐单位 姓名 性别 公司名称 职务

1 华润雪花 姜仁福 男 华润雪花啤酒（安徽）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皖东北销售大区宿州市业务部经理

2 华润雪花 李善延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青海销售分公司 西宁销售大区总经理

3 华润雪花 梁山店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销售大区业务部副经理

4 华润雪花 李玉强 男 华润雪花啤酒河南区域公司营销中心 郑州郊县销售大区新郑中牟业务部经理

5 华润雪花 常颖 女 华润雪花啤酒(黑龙江)有限公司 黑龙江营销售中心哈尔滨销售大区高端餐饮业务部经理

6 华润雪花 徐胜祥 男 华润雪花啤酒（武汉）有限公司 制造部经理

7 华润雪花 包容博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江苏销售分公司 销售管理部副经理

8 华润雪花 崔燕伟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 山西营销中心晋南销售大区临汾市区业务部业务部经理

9 华润雪花 郑铁军 男 华润雪花啤酒（辽宁）有限公司 酿造电气技术

10 华润雪花 宋婷 女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 KA大区便利业务部经理

11 华润雪花 姚小东 男 华润雪花啤酒（四川）有限责任公司 工厂总经理

12 华润雪花 杨慧娟 女 华润雪花啤酒（河北）有限公司 营运部经理

13 华润雪花 刘勇 男 华润雪花啤酒（浙江）有限公司 副经理

14 华润雪花 宋宪军 男 华润雪花啤酒山东区域公司 营销中心济南销售大区总经理

15 华润雪花 冉啟城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 夜场销售大区京西夜场业务部经理

16 华润雪花 肖云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 广州营销中心夜场销售大区粤北夜场业务部助理经理

17 华润雪花 周维军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共享中心运营管理高级经理

18 华润雪花 骆学雷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链质量高级经理

19 华润雪花 杨立剑 男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智能与信息化部副经理

20 华润怡宝 叶俊茂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21 华润怡宝 彭俊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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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润怡宝 董召阳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代表

23 华润怡宝 陈崇和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24 华润怡宝 吴亮星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25 华润怡宝 王选军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代表

26 华润怡宝 李秋群 女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代表

27 华润怡宝 刘泽川 男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工厂部门高级主管

28 华润怡宝 姚敏晶 女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纪检部高级经理

29 华润五丰 张强 男 五丰行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30 华润五丰 吴韫晖 男 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兼EHS部节能减排工作

31 华润五丰 张业欣 男 华润五丰米业（中国）有限公司 大米销售中心电商发展大区总经理

32 华润五丰 李斌 男 辽宁华润五丰营销有限公司 大米供应链采购部北方组负责人

33 华润五丰 徐璘 男 深圳市喜上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仓储管理经理

34 华润五丰 谢茵茵 女 华润五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和工程管理部招标采购经理

35 华润五丰 冯玉含 女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主管

36 华润五丰 周益平 男 杭州五丰联合肉类有限公司 杭州五和公司常务副总

37 华润创业 艾联和 男 帕瑟菲克投资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38 华润创业 赵续鹏 男 太平洋咖啡 区域经理

39 华润创业 陈紫盈 女 香港太平洋咖啡 企业咖啡服务部电子商务经理

40 华润创业 吕耀邦 男 香港太平洋咖啡 门店经理

41 华润创业 吴启兴 男 华润物流（百适企业）有限公司 百适三仓主管

42 华润创业 潘志豪 男 华夏货运有限公司 船代部主任

43 华润创业 王东成 男 华润创业（深圳）有限公司 纪检监察经理

44 华润创业 孔华芳 女 华润创业（深圳）有限公司 IT顾问经理

45 华润五丰 宋智力 男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经理



46 华润创业 邓美玲 女 华创物业（香港）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47 华润五丰 卢汉强 男 华润五丰国际分销有限公司-香港事业部 助理总监

48 华润电力 闫薇 女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主任师

49 华润电力 罗明高 男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运营管理部运行管理主任师

50 华润电力 王芳 女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财务部资产管理及处置主任师

51 华润电力 郭庆 男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审计部工程造价主任师

52 华润电力 高方 男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室董事会管理高级师

53 华润电力 赵燕平 女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党群工作部思想政治与群团管理高级师

54 华润电力 翟向纪 男 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部长

55 华润电力 刘喆 男 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 营销部副部长

56 华润电力 赵中良 男 安阳新能源公司 封丘风电项目助理总指挥

57 华润电力 谢付占 男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中西分公司 建设部副总经理

58 华润电力 张辉涛 男 华润电力（常熟）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部长

59 华润电力 龙劲强 男 南京化学工业园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部部长

60 华润电力 朱军 男 华润电力江苏检修有限公司 板桥项目部部长

61 华润电力 王晶 男 华润（江苏）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营销部市场营销岗高级师

62 华润电力 潘瑞 男 华润电力（湖北）销售有限公司 新疆宜化项目部运行汽机电气专工

63 华润电力 赵永群 男 新能源随州区域公司 工程部副部长

64 华润电力 陈小彬 男 华润电力（宜昌）有限公司 发电部发电部助理部长

65 华润电力 高新磊 男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发展部项目开发专业师

66 华润电力 方宏 男 华润电力（安徽）销售有限公司 市场部部长兼综合部部长

67 华润电力 金开利 男 华润（北京、河北）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8 华润电力 宋亚平 男 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部部长

69 华润电力 吕传嘉 男 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部长兼维修分部部长



70 华润电力 李大忠 男 华润电力（盘锦）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汽机岗

71 华润电力 涂强 男 北方大区新能源运维公司 春晖光伏电站站长

72 华润电力 董士超 男 晋中南新能源公司 中阳项目总经理

73 华润电力 于照和 男 贵州新能源公司 剑河（03）久仰项目部副总指挥

74 华润电力 李海滨 男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东南分公司 燃料部燃料调运主任师

75 华润电力 冷俊涛 男 粤西北新能源公司 综合发展部助理部长

76 华润电力 刘红彦 男 华润电力（贺州）有限公司 营销部副部长

77 华润电力 杨新生 男 广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副部长

78 华润电力 谢学军 男 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 发电部副部长

79 华润电力 吴庆海 男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 党委办公室党务纪检岗

80 华润电力 王道欣 男 华润电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能源中心风资源分析主任师

81 华润电力 杨东凯 男 润电能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

82 华润置地 邢拓 男 置地总部 总部战略管理部 战略研究经理

83 华润置地 李成伟 男 置地总部 总部海外事业部 投资管理总监

84 华润置地 蔡薇 女 置地总部 总部财务部 投资者关系资深经理

85 华润置地 张晓倩 女 华北大区 华北大区投资管理部 投资拓展资深经理

86 华润置地 郁应众 男 华北大区 华北大区青岛公司 日临事业部总经理

87 华润置地 党朝辉 男 华北大区 华北大区京南事业部 机电工程高级经理

88 华润置地 林春东 男 华北大区
华北大区唐山公司
万橡府项目部项目总经理，兼任唐山公司壹号院项目部项目总
经理、贰号院项目部项目总经理、南湖CBD项目部项目总经理

89 华润置地 孙艳华 男 华北大区 华北大区京中事业部 客户关系部总监

90 华润置地 徐亚男 女 华东大区 华东大区长租公寓项目部 副总经理

91 华润置地 景燕飞 男 华东大区 华东大区营销管理部 产品定位资深经理

92 华润置地 周鑫鑫 男 华东大区 华东大区上海公司 七宝项目、时代改造项目总经理



93 华润置地 陶正康 男 华东大区 华东大区苏州公司 开发部副总监 兼凯旋门项目副总经理

94 华润置地 郑建祥 男 华东大区 华东大区徐州公司 工程管理部高级经理 兼运营管理高级经理

95 华润置地 黄媛 女 华南大区 华南大区总部 设计管理部副总经理

96 华润置地 曹菁 女 华南大区 华南大区深圳公司 投资拓展资深经理

97 华润置地 刘力萌 女 华南大区 华南大区总部 拆迁安置高级经理

98 华润置地 黄福河 男 华南大区 华南大区广西公司 土建工程资深经理

99 华润置地 孔维国 男 华南大区 华南大区惠州公司 助理总经理

100 华润置地 徐守华 男 华西大区 华西大区东安湖体育公园项目公司 体育场项目负责人

101 华润置地 张丹 男 华西大区 华西大区西安公司 港务区项目部副总监

102 华润置地 李鹤男 女 东北大区 东北大区 人力资源部助理总经理

103 华润置地 徐行 男 东北大区 东北大区 投资管理部资深经理

104 华润置地 刘英坚 男 华中大区 华中大区 运营管理部助理总经理

105 华润置地 许杨 女 华中大区 华中大区武汉公司 营销管理部副总监

106 华润置地 田飞 男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地产事业部 纪检部纪律审查副总监

107 华润置地 扈啸 男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北大区 济南万象城副总经理

108 华润置地 侯东 女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北大区 太原万象城副总经理

109 华润置地 杨沅其 男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东大区 招商管理经理

110 华润置地 蒋正明 男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东大区 人事部负责人

111 华润置地 赵海琳 女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南大区 招商管理副总监（厦门组）

112 华润置地 黄兴宇 男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西大区 弹子石万象汇总经理

113 华润置地 李伟 女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东北大区 铁西万象汇总经理

114 华润置地 谢黎黎 女 商业地产事业部 商业华中大区 人事部负责人

115 华润置地 盛凤 女 建设事业部 建设事业部 运营管理部运营管理经理

116 华润置地 于进军 男 建设事业部 建设事业部建筑华东分公司 项目总监



117 华润置地 刘科明 女 商服事业部 商服事业部 人事行政总监

118 华润置地 陈燕芬 女 物业总公司 物业总公司 战略投资部法律事务管理总监

119 华润置地 王玺睿 女 物业总公司 物业总公司 人力行政部品牌管理总监

120 华润置地 许家平 男 文体公司 文体公司 副总经理

121 华润置地 陈东昌 男 华润设计院 华润设计院 建筑设计总监

122 华润水泥 张思鹏 男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市场部销售管理副经理

123 华润水泥 张娇 女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办主任行政管理师

124 华润水泥 邓明敏 女 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副主任人力资源师

125 华润水泥 刘铸 男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办副主任行政管理师

126 华润水泥 陈林先 男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应用实施岗主任IT工程师

127 华润水泥 余拥军 男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采购寻源中层岗经理

128 华润水泥 余锐 男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垃圾处置岗主任工程师

129 华润水泥 马磊 男 深圳市润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副经理

130 华润水泥 杨冉 女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广东大区 财务部经理

131 华润水泥 王建伟 男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广东大区 销售副经理

132 华润水泥 李世界 男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运行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133 华润水泥 谢学朝 男 华润水泥（阳春）有限公司 机电部经理

134 华润水泥 韩逸民 男 东莞华润水泥厂有限公司 制造部机械副主任工程师

135 华润水泥 高宏江 男 华润水泥（汕头）有限公司 运行部经理

136 华润水泥 张顺阳 男 华润混凝土（湛江）有限公司 实验室副经理

137 华润水泥 高春仓 男 华润混凝土（珠海）有限公司 砼维修高级技师

138 华润水泥 韦毅忠 男 广西华润红水河水泥有限公司 制造部经理

139 华润水泥 廖光华 男 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

140 华润水泥 李伟强 男 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



141 华润水泥 莫桂芳 女 华润水泥（南宁)有限公司 党办主任、人事行政部经理

142 华润水泥 覃超健 男 华润水泥（合浦）水泥有限公司 副经理

143 华润水泥 翟绍青 男 来宾华润兴宾混凝土有限公司 销售部经理

144 华润水泥 谭凤规 女 华润混凝土(柳州)有限公司 原材料检测岗助理工程师

145 华润水泥 丁伟 男 华润混凝土（靖西）有限公司 销售部经理

146 华润水泥 罗斌 男 广西大区市场部 副经理

147 华润水泥 吴廷部 男 广西大区运营部 工艺主任工程师

148 华润水泥 郭晓静 女 华润水泥（龙岩曹溪）有限公司 人力行政部经理

149 华润水泥 郑和军 男 华润水泥（漳平）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部副经理

150 华润水泥 许衍书 男 华润水泥（永定）有限公司 矿山部副经理

151 华润水泥 白为盛 男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 制造部（机械）副经理

152 华润水泥 袁开敏 男 华润水泥控股海南大区市场部 西部区域副经理

153 华润水泥 褚国涛 男 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 制造部窑工艺工程师

154 华润水泥 杨杰明 男 华润水泥（长治）有限公司 销售部晋太区域销售经理

155 华润水泥 李四六 男 华润水泥（鹤庆）有限公司 制造部助理经理

156 华润水泥 童订贵 男 华润水泥（金沙）有限公司 矿山部副主任工程师

157 华润燃气 吴松 男 华润燃气总部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组织发展主管

158 华润燃气 张德林 男 华润燃气总部市场客服部 品牌资深主管（助总级）

159 华润燃气 孙东磊 男 中西大区—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管网运行部高压管线所所长

160 华润燃气 王晋军 男 中西大区—长治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客服部经理

161 华润燃气 李国彤 男 中西大区—西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客服部工商维修班组安检维修工

162 华润燃气 李辉 男 中西大区—濮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部主管

163 华润燃气 郭长林 男 中西大区—格尔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察尔汗分公司经理

164 华润燃气 钟华 男 北方大区—海城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165 华润燃气 张真瑜 男 北方大区—大连花园口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计划员

166 华润燃气 周剑虹 男 北方大区—辽源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

167 华润燃气 杨国强 男 华北大区—安丘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门站站长

168 华润燃气 荀建华 男 华北大区—兖州华润燃气公司 抢维修主管

169 华润燃气 郭丹 女 华北大区—迁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部经理

170 华润燃气 刘振 男 华北大区—枣庄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薛城分公司 副经理

171 华润燃气 邹向梅 女 华中大区—娄底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部主管

172 华润燃气 李佩佩 女 华中大区—潜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代表

173 华润燃气 张爱国 男 华中大区—宜城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维修抢险工

174 华润燃气 喻望斌 男 华中大区—岳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云溪分公司 总经理

175 华润燃气 戴伟 男
华东大区—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常熟华润燃气
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6 华润燃气 张建洋 男 华东大区—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居民用户主管

177 华润燃气 黄诗谣 男 华东大区—昆山华润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员

178 华润燃气 严明 男 华东大区—华润燃气（上海）有限公司 民用安检班班长

179 华润燃气 林敏雅 女 东南大区—厦门华润市政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

180 华润燃气 毛厚旻 男 东南大区—福清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抢险维修工

181 华润燃气 陈敏 女 东南大区—丽水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部经理

182 华润燃气 王珂 男 东南大区—华润普星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市场工程部经理

183 华润燃气 王军 男 华南大区—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区域场站站长

184 华润燃气 朱加良 男 华南大区—南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85 华润燃气 黄小燕 女 华南大区—惠州大亚湾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经理

186 华润燃气 熊镇辉 男 华南大区—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主管

187 华润燃气 刘凯 男
西南大区—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网分公
司

经理



188 华润燃气 杨剑峰 男
西南大区—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空港
燃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9 华润燃气 刘江涛 男
西南大区—宜宾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宜宾天然气发
展有限公司

运行管理部部长

190 华润燃气 韩秘思 男 西南大区—资中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加气站站长

191 华润燃气 陈岚 女 工程管理中心—华润燃气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计财部经理

192 华润燃气 魏剑挥 男
设计研究中心—华润燃气（郑州）市政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经理

193 华润医药商业 曾晨雨 女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企业文化与宣传专员

194 华润医药商业 邓颖驰 女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销售外勤/助理经理

195 华润医药商业 刘文彬 男 华润辽宁朝阳医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96 华润医药商业 王琳 女 华润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器械耗材采购部经理

197 华润医药商业 张少华 男 华润佳木斯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管理部经理

198 华润医药商业 袁正 男 华润沧州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员

199 华润医药商业 马永伟 男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行政部主任

200 华润医药商业 郝智 男 华润内蒙古医药有限公司 行政部总监

201 华润医药商业 瞿忆文 女 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总监 

202 华润医药商业 方杰 男 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外派财务负责人

203 华润医药商业 王化冰 女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部/高级总监

204 华润医药商业 黄秋良 女 华润湖南新特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5 华润医药商业 杨源鑫 男 华润汕头康威医药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及行政部高级经理

206 华润三九 郭丰泳 男 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片区联席管理经理

207 华润三九 吴杰 男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审计主任

208 华润三九 俞能高 男 华润三九（黄石）药业有限公司 质量副总监

209 华润三九 朱爱莲 女 华润金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取车间高级经理



210 华润三九 骆剑星 女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中心会计管理总监

211 华润三九 陈晓明 男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党群工作部党务主任

212 华润三九 张欣 女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皮肤药品类高级专员

213 华润三九 李玲 女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总监

214 华润三九 马舒冰 男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品类策划总监

215 华润三九 徐梦祯 女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CD高级专员

216 华润三九 袁晓虹 女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中心营销区域管理主任

217 华润双鹤 马亮 男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代表

218 华润双鹤 王逢林 男 京西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219 华润双鹤 龚向辉 男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监

220 华润双鹤 唐汉华 男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合成药分厂资深一级经理

221 华润双鹤 盛森 男 华润双鹤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发展中心制剂项目组长

222 华润双鹤 赵梦瑶 女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信息化助理经理

223 华润双鹤 梁晨 男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区负责人

224 华润双鹤 仝军 女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医务经理

225 华润双鹤 张跃武 男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园能源物流车间主任

226 华润双鹤 李建庆 男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分公司工段长

227 华润双鹤 胡永生 男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与信息化部应用系统总监

228 华润江中 付鹏亮 男 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湾里制造基地维修车间主任

229 华润江中 赵善伟 男 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OTC销售线河北省经理

230 华润医药 马淑敏 女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阿胶文化创作专家

231 华润医药 孙燚斌 男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医院广州销售区经理

232 华润医药 赵付伟 男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黑毛驴研究所畜牧技术经理

233 华润医药 戴晓盈 女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国际业务员



234 华润医药 周润生 男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一车间主任

235 华润医药 宗利斌 男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药化一部项目经理

236 华润医药 刘富贵 男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智能与信息化部

237 华润医药 郑国启 男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办公室深圳事务高级经理

238 华润医药 商恩志 男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审计部高级经理

239 华润金融 王灿强 男 华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法律合规部助理总经理

240 华润银行 刘玉 女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理财经理

241 华润银行 汪洋 男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对公客户经理

242 华润银行 朱蹊 男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资金营运部总经理

243 华润银行 张曦内 女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内控建设及内控管理岗

244 华润信托 洪潇 男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财富管理总部非标另类投资岗

245 华润信托 杨卫 女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结构金融审查岗

246 华润资产 岳明 女 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一部资深投资管理师

247 华润资产 朱冬梅 女 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律合规部高级律师

248 华润资本 邓雪 女 华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战略部VP

249 华润资本 姜仁伟 男 华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大健康基金D

250 华润金融 黄炯楷 男 华润租赁有限公司 绿色金融部业务总监

251 华润金融 潘慧 女 华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个人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监

252 华润金融 魏晓菲 女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

253 华润金融 安燮 女
润信（汕头华侨试验区）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业务运营高级经理

254 华润万家 严红 女 西安爱家超市有限公司 大超营运区域总经理

255 华润万家 谢林江 男 陕西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生鲜配送中心高级经理

256 华润万家 蒋岩 女 甘肃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大超门店副总经理



257 华润万家 杨志涛 男 河南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高级采购

258 华润万家 申波 男 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空间管理专业经理

259 华润万家 李岩 男 大连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 大超门店总经理

260 华润万家 于壮 男 沈阳乐购超市有限公司陵西分公司 果蔬部经理

261 华润万家 温仁军 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SG总经理（城市公司）

262 华润万家 赵晓峰 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SG总经理（城市公司）

263 华润万家 赵妤娜 女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SG副执行总监

264 华润万家 陆艳云 女 特易购乐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酱菜/乳腐/罐头高级采购

265 华润万家 章光庭 男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 商品经理

266 华润万家 刘昌娟 女 江苏华润万家超市有限公司 营运支持室高级经理

267 华润万家 李根红 男 江西财富广场有限公司 大超门店总经理

268 华润万家 骆保良 男 江西洪客隆百货投资有限公司 品牌推广助理专业师

269 华润万家 胡波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大超门店总经理

270 华润万家 柴源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采购

271 华润万家 周军华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建店管理专业师

272 华润万家 何高波 男 四川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大超门店总经理

273 华润万家 何婷 女 湖南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SB

274 华润万家 张锦忠 男 华润万家(香港)有限公司 门店经理

275 华润万家 徐觉明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OLE营运区域总经理

276 华润万家 田文锋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水果管理资深专业师

277 华润万家 韦剑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业态管理高级专家

278 华润万家 柳景章 男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合同事务资深专业师

279 华润健康 曹水和 男 华润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运营部高级经理

280 华润健康 李小琴 女 华润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高级经理



281 华润健康 许博涵 女 华润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高级经理

282 华润健康 熊杰 女 华润JCI医院管理研究院 高级顾问

283 华润微电子 孙贵鹏 女 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284 华润微电子 李令想 男 华润华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285 华润微电子 陈进华 男 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 塑封主管

286 华润微电子 吕永康 男 华润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助理总监

287 华润微电子 刘品 男 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薄膜经理

288 华润微电子 刘理想 男 华润微电子制造中心 工艺助理经理

289 华润微电子 张识博 男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IC设计工程师 

290 华润微电子 梁丽兰 女 华润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工程师

291 华润微电子 章傲普 男 华润微电子动力系统工程公司 暖通工程师

292 华润微电子 周浩 男 华润微电子质量管理部 失效分析部助理经理

293 华润化学材料 陆鹤俊 男 华润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经理

294 华润化学材料 尹非 男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295 华润化学材料 金莲 女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税务师

296 华润化学材料 赵园 女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

297 华润化学材料 李少青 女 珠海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采购专员

298 华润环保 张 葵 女 山东滨州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经理

299 华润环保 李子信 男 山东聊城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部室支部书记、生产技术部经理

300 华润环保 王金生 男 山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安全保卫部经理

301 华润环保 冯智文 男 深圳市润薇服饰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

302 华润环保 张国尧 男 昆明华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303 华润物业 郑柏源 男 华润物业有限公司 香港物业事业部物业经理

304 华润物业 郭定坚 男 华润物业有限公司 香港物业事业部助理保安经理

305 华润物业 郑永恒 男 华润物业有限公司 香港物业事业部高级物业主任

306 华润物业 郑海涛 男 木棉花酒店（深圳）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贵州剑河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经理

307 华润物业 陆峰源 男 无锡木棉花酒店有限公司 无锡木棉花酒店厨师长

308 华润物业 吴冰 女 华润置地（深圳）发展有限公司木棉花酒店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经理



309 华润医疗 杨德鲲 男 北京中能建医院 内一科科主任

310 华润医疗 李永 男 徐州市矿山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

311 华润医疗 唐霞 女 广东三九脑科 人力资源部主任

312 华润医疗 李欣 女 华润武钢总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313 华润医疗 周伟 男 北京京煤总医院 普外科主任

314 华润生命科学 孙晓辉 女 华润生命科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部主任专业师

315 集团办公室 李桂英 女 —— 集团办公室行政服务中心辅助工副班长

316 集团办公室 刘海燕 男 —— 办公室董事会事务副总监

317 集团战略部 严建军 男 —— 德润公司东北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318 集团战略部 刘若辰 男 —— 集团战略项目经理

319 集团人力资源部 赖玥 女 —— 集团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320 集团财务部 李佳男 男 —— 集团财务部高级经理

321 集团财务部 李志勇 男 —— 华润守正招标有限公司质量合规部部门总监

322 集团审计部 伊海涛 男 —— 集团审计部行业审计总监

323 集团监察部 高一郎 男 —— 集团监察部专业总监

324 集团法律部 周嘉雯 女 —— 集团法律部秘书服务公司

325 集团智信部 胡方兴 男 —— 集团智信部信息化推进部经理

326 集团智信部 罗海珊 男 —— 集团智信部华润网络后端开发高级工程师

327 集团智信部 王文建 男 —— 集团智信部IT管控治理部副经理

328 集团EHS部 徐强 男 —— 集团EHS部安全生产高级工程师

329 集团群工部 栗晓峰 男 —— 集团群工部群众工作高级经理

330 集团巡视办 李程 男 —— 集团巡视办专业经理

331 华润大学 全巍 男 —— 华润大学专业副经理

332 华润希望小镇 曹健鹏 男 —— 计划运营高级经理（红安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组组长）

333 华润希望小镇 张圆 男 —— 华润置地建设事业部装饰南方分公司

334 华润希望小镇 张威 男 —— 华润置地（贵阳）有限公司土建造价经理

335 华润希望小镇 王嘉 男 ——
华润置地华西大区机电工程高级经理（延安华润希望小镇项目
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