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物协通字[2021]03 号

关于对 2020 年全省物业行业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

各会员企业：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爆发，在党中央和地方

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物业管理企业快速行动起来，为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贡献了物业人的力量，涌现

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个人。为充分肯定广

大物业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的职业气概，在行业内

大力树立爱岗敬业、履职尽责的职业精神，贵州省物业管理

协会决定对抗疫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评选表彰，经企业

报名推荐，省物协秘书处审核，会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对

遵义市金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常青藤国际花园管理处”等

47 个物业管理项目授与“贵州省物业管理行业 2020 年“抗



疫” 先进集体”称号；对陈国银等 74 名物业人授与“贵州

省物业管理行业 2020 年“抗疫” 先进个人”称号，在全省

物业行业进行表彰。

具体名单如下：

贵州省物业管理行业 2020“抗疫”先进集体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项目

类型

1 常青藤国际花园管理处 遵义市金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写字楼

2 中庸新天地管理处 遵义市金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3 花溪碧桂园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溪分公司
住宅

4 保利凤凰湾物业服务中心 保利贵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5 保利溪湖物业服务中心 保利贵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6 贵阳万科大都会 贵阳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

7 青山映水．上城 贵阳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

8 观山湖区区政府项目 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型

9 龙禧苑 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住宅

10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贵州绿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医院

11
贵州高投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东

部区域
贵州绿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它

12 青云小区 贵州天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13 中铁逸都国际第一服务处（AC 组团） 贵阳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14 兴隆誉峰 贵阳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15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第一人民医院 贵阳一桓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医院



16 贵州省公安厅家属院 贵阳一桓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宅

17 中国铁建．国际城
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

公司
住宅

18 地铁 1号线物业服务中心 贵阳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它

19 省政府大院物业项目部 贵州深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

住宅

20 遵义市行政中心项目 贵州深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型

21 汇金国际广场管理处 贵州新黔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它

22 贵阳恒大中央公园 贵州中渝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宅

23 贵阳恒大雅苑 恒大物业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住宅

24 海珠广场项目管理处 遵义市和舒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

25 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税务局管理处 遵义市和舒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型

26 富康金州体育城组团 贵州富康佳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

27 富康国际生态城组团 贵州富康佳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

28 拓海．中央公园
贵州拓海生活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
住宅

29 毕节市七星关区行政办公中心
贵州拓海生活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
办公型

30 黔灵半山
北京和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贵阳分公司
住宅

31 贵州省清镇市水晶集团生活区 贵州美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32 开明同心城
毕节市金沙县同心城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33 银海元隆广场 A区 贵州瀚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34 名家汇．桃源居 铜仁天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

35 沿河县人民医院 铜仁天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医院

36 贵阳富力中心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阳分公司
写字楼

37 万科新都荟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

司
住宅



38 息烽县行政综合办公大楼 贵州杰诚中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型

39 榕筑南溪绿园 贵州科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40 贵阳华润国际社区
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贵阳分公司
住宅

41 兴茂财富中心 遵义中旅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写字楼

42 家喻五洲 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43 香江花园 贵阳骐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

44 花果园 V区
贵州宏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第四经营公司

住宅／

写字楼

45 花果园 K区
贵州宏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第三经营公司
住宅

46 云宫花城小区～保安组 贵州天圆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宅

47 贵州省将军山医院 贵州筑康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医院

贵州省物业管理行业 2020“抗疫”先进个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姓名 申报企业 岗位

1 陈国银 遵义市金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2 李敏 遵义市金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3 谭少静 遵义市金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4 邱贵南 贵州宏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管家

5 汪国勤 贵州宏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管家

6 康雪清 贵州宏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

7 严正超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溪分公司 项目经理

8 何丽会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溪分公司 管家



9 熊亮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溪分公司 项目经理

10 刘文会 保利贵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专

员

11 汪玉平 保利贵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环境主管

12 李浇 保利贵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环境主管

13 唐斌 贵阳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维修

14 黄兴虎 贵阳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秩序维护员

15 秦鹭 贵阳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16 张金能 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客服中心主

任

17 陈勇 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客服中心副

主任

18 黄佳峰 世纪颐和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安保部主

管

19 雷刚 贵州绿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20 李育实 贵州绿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21 吴才谋 贵州绿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22 李剑 贵州天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经理

23 任健花 贵阳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24 卬虎 贵阳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秩序主管

25 胡兰 贵阳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主管

26 安嫦娟 贵阳深龙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27 蔡俊锋 贵阳一桓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28 骆方艳 贵阳一桓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29 陈玉俊 贵阳一桓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30 徐桑田 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客服管家

31 杨友倩 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客服管家



32 邹红玲 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项目经理

33 向明吉 贵阳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车站管理部

主管

34 刘军 贵州深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5 吴定军 贵州深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分公司总经

理

36 罗敏 贵州深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环境部经理

37 邰秀丽 贵州新黔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38 杨玉虎 贵州中渝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秩序队长

39 周雪松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客服主管

40 王子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客服主管

41 杨然彬 贵州金宇盛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42 候臣 贵州金宇盛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43 杨矦峰 贵州金宇盛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44 赵继红 遵义市和舒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45 袁建雄 遵义市和舒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6 张枊述 遵义市和舒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保洁员

47 王晓燕 六盘水安得广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主任

48 罗贵平 贵州元和新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秩序队长

49 晏煜翕 贵州永德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主管

50 杨红梅 贵州振华新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1 周鹏 贵州富康佳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2 梅昌敏 贵州富康佳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53 梁艳 贵州富康佳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54 杨月强 贵州拓海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总裁



55 周密 贵州拓海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56 潘金 贵州拓海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客服经理

57 杨浪 北京和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品质经理

58 黄南义 贵州美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部长

59 黄雪敏 上海德律风置业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项目副经理

60 袁车俊 贵州瀚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61 闫刚 雅生活智慧服务城市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物业总监

62 孙钦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客服主管

63 李祖峰 贵州杰诚中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64 刘忠义 贵州科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管家

65 黎小平 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项目经理

66 熊亚东 遵义中旅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67 易海英 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68 雷丽 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69 龙勇 贵阳骐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

70 李明 贵阳骐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71 游应 贵阳骐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72 李梅 贵州天圆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保洁组长

73 于燕 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客服

74 何传举 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秩序维护员

望全省各物业管理企业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为榜样，努力发扬敢于担当、勇于破难、甘于奉献的职业



精神；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以更大的决心与担当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为全面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更大的贡献。

特此通报！

贵州省物业管理协会

2021 年 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