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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度优秀保安员名单

杭州：33 名

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王 震

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叶高达

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杨 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袁宝奎

浙江绿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李鹏程

浙江绿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高 兵

桐庐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新虹

杭州银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傅连城

杭州上城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陈建军

建德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郑炎生

浙江力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孙 军

杭州市下城保安服务公司 胡青峰

杭州市下城保安服务公司 孙仁杰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裴海涛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刘小林

浙江德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李 涛

杭州富阳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孟伟飞

杭州市江干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吕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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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北秀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董立伟

淳安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余 建

杭州拱墅保安服务公司 杨成红（女）

杭州拱墅保安服务公司 张 伟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郝胜利

浙江米格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韩 冬

杭州明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汪良卫

杭州明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涂承义

浙江卫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赵 显

杭州西湖保安服务公司 王庆法

杭州萧然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丁云兴

杭州余杭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张 课

杭州余杭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钟国庆

杭州临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盛 侠

杭州市保安职业专修学校 郭云南

宁波：20 人

浙江宁波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董 亮

宁波市海曙保安有限公司 高雷鸣

宁波市江东区保安服务公司 钟永兴

宁波江北保安总公司 徐文章

宁波市鄞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李昌晓

宁波安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水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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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保安服务公司 陈振毅

宁波市北仑区保安服务公司 曹孟耀

宁波大中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秦军权

宁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范广森

宁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方浩然

宁波市奉化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周时表

余姚市保安服务公司 何力飞

象山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建勇

宁波港蓝盾保安有限责任公司 阮振华

宁波市大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曹桂仁

宁波市捷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张美杰

浙江众立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陆科杰

宁波市伟安保安有限公司 王善国

宁波市友谊峰瑞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汪配生

温州：16 人

浙江温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姜荣力

浙江温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沈银锋

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 施林云

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 叶福德

瑞安市保安服务公司 林鹤年

瑞安市保安服务公司 林立辉

温州市瓯海保安服务公司 夏克木

温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潘进波



4

温州市龙湾保安公司 诸伯荣

永嘉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潘恩时

温州国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屠德印

平阳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黄加美

温州龙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李春海

浙江强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建军

温州市名镇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胡明奇

温州南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曾文洋

湖州：6 人

长兴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朱永强

浙江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徐 亮

湖州市南浔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唐永康

湖州市吴兴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徐永平

德清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魏云刚

浙江湖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徐 杰

嘉兴：13 人

海宁市保安服务公司 吴建松

嘉兴市保安服务公司 徐月东

浙江嘉兴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卜黎军

浙江嘉兴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张琴峰

嘉兴市秀洲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贝晶晶

平湖市保安服务公司 俞亦明

嘉兴瑞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卢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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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李 峰

浙江至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鲍建良

浙江聚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徐永平

平湖市欣龙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根华

嘉兴精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邹国法

浙江佳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杨子超

绍兴：12 人

浙江绍兴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张志鹏

浙江绍兴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蔡奇江

绍兴市奇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周国良

绍兴市洪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武德军

浙江正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朱建林

绍兴仁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赵志国

绍兴柯桥鼎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陈立新

浙江中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伟祥

浙江翔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陈亦峰

诸暨市安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周生龙

嵊州市中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南茂

绍兴剑之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吴春还

金华：10 人

浙江金华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杨卫清

金华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叶晓伟

浙江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刘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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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博苑

义乌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宋锦斌

义乌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何 渊

东阳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朱学能

金华市金东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朱速影

金华市江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戚万州

浙江猎人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马广迁

衢州：4 人

浙江衢州安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许建丽（女）

衢州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陈俊林

衢州首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余老三

龙游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傅素良

舟山：4 人

舟山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钱 彪

浙江舟山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邵姿慧（女）

舟山市定海区恒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刘 杰

舟山市普陀区邦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熊国书

台州：8 人

温岭市保安服务公司 潘鲜聪

温岭市保安服务公司 张文清

浙江台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杨圣华

浙江绿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魏忠生

玉环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毛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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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苏丛根

临海市保安服务公司 叶朝阳

台州市援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包祥明

丽水：4 人

松阳县四方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刘莲香（女）

遂昌县神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郑存勇

缙云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郑君利（女）

浙江联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王东风

海外保安员：1 人

汉卫国际安全护卫有限公司 赵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