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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龙物协﹝2020﹞29 号

关于公布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行业

专家库专家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更好地履行行业协会“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

为”的职能，广聚物业行业专业人才，充分发挥高素质专业

人才的作用，促进龙岗区物业管理行业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

规范物业管理活动,我会于 5-9 月份开展深圳市龙岗区物业

管理行业专家增选及续聘工作，通过公开招募，个人申报和

所在单位推荐，经秘书处对所有申请人的资料进行审查确

认、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官网公示等评审流程，徐永平等

123 名同志入选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库，现将专

家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库专家名单》

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

202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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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库专家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徐永平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黄志刚 深圳市中鼎空调净化有限公司

3 刘亚东 深圳市琳珠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 张增平 深圳市隆广物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5 刘汉焱 深圳市中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 曹 选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 谢建英 深圳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进修学院

8 赵艳华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9 杜文军 深圳市合隆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10 刘卫军 深圳市合隆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11 罗秋玲 深圳市颐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 蒋志伟 深圳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 王周良 深圳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易 勇 深圳市美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 孙立明 深圳市泰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 周继鹏 深圳市泰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7 邓炳贵 深圳市泰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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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建明 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

19 杜 波 深圳市绿源物业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20 赖茂连 深圳市绿清集团有限公司

21 齐 慧 深圳市绿清集团有限公司

22 冷青松 深圳市绿清集团有限公司

23 谷永刚 深圳市绿清集团有限公司

24 杜银军 深圳市朗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5 黎新义 深圳保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6 胡 平 深圳保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7 郑 清 深圳保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8 庄小阁 深圳市龙之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9 邵敏忠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 郭予淳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 郭志坚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2 李 伟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3 林锋讯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4 王丽亚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5 钟碧霞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

36 杜 青 深圳市天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7 古小锋 深圳市宝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8 温敬锋 深圳市宝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9 胡家骏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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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丛学超 深圳市雅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1 鲜 勇 深圳市中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2 杨小娜 深圳市中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3 杨 洋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4 肖建军 佳兆业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45 唐远忠 深圳市建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6 连小娟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7 王 勇 深圳市龙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8 王 哲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丛 杰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罗 华 深圳市大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1 王顺海 深圳市大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2 张东旭 深圳市港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3 杨咏好 深圳市美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 郑年伟 深圳市集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5 冯树聪 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

56 林启光 深圳市信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7 谢开明 深圳中建物业管理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58 葛文刚 深圳市隆广物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59 杨海生 深圳市宇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0 李华丽 深圳市雁鹏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61 白晓斌 深圳市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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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厉 春 深圳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3 谢晶凌 深圳市明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4 汪世龙 深圳市信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5 崔延龙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 施国亮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 苏正军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8 吴青学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9 廖天明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 曾斯野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1 张奕琴 深圳兄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2 周龙华 深圳保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3 吴琳飞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74 李西平 深圳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5 周丽娇 深圳市合隆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76 孙 涛 深圳市建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7 梁义荣 深圳天安智慧园区运营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

78 望必烈 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79 刘 蕾 深圳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雅宝分公司

80 陈晓华 深圳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雅宝分公司

81 刘 松 深圳松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2 谢守胜 深圳松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3 文奇祺 深圳松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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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刘清华 深圳中建物业管理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85 葛文标 深圳中建物业管理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86 赵友新 深圳中建物业管理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87 李耀武 深圳市天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8 李坤明 深圳市恒鑫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9 王 飞 远洋亿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90 揭晓强 深圳市颐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91 高 洪 深圳市琳珠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92 董凤伦 深圳市中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3 李 新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4 雷小海 深圳市新亚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5 黄 辉 深圳市菱通达电梯有限公司

96 于良财 深圳市绿源物业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97 刘文弼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8 任道均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9 温保其 深圳保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李志鹏 深圳市岗宏城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1 陈 好 深圳市龙之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2 刘伍江 深圳市松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3 肖 刚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4 许茂平 深圳市深龙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5 孙 斌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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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付科昌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07 许章军 深圳市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8 袁继志 深圳市恒通富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9 陆志祥 深圳市爱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0 杨金泉 深圳市鸿荣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1 易德林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2 冯加豪 深圳中建物业管理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113 熊 颖 深圳市恒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4 潘文东 深圳市恒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5 黄晓鹏 深圳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雅宝分公司

116 张生书 深圳市龙岗区安全生产技术协会

117 张 龙 深圳市龙岗区安全生产技术协会

118 杨浩文 深圳保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9 吴 俊 深圳市隆广物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20 徐 静 深圳市方益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121 毛红雨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22 胡先兵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3 彭 云 深圳车道智能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