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表扬 ２０２２ 年第 ５６ 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决赛)筹备举办工作表现优秀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川办函〔２０２３〕１８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２０２２ 年第 ５６ 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 (以下简称成

都世乒赛)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成都市圆满闭幕ꎬ赛事的成功举

办得到国际乒联、参赛各方和社会各界高度评价ꎮ 在成都世乒赛

筹备举办过程中ꎬ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密切配合ꎬ广大

工作人员不计得失、不辞辛劳ꎬ夜以继日、持续奋斗ꎬ展现出了高度

的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ꎬ为成都世乒赛圆满成功举办作出了

突出贡献ꎮ 为肯定成绩、激励先进ꎬ经省政府同意ꎬ决定对在成都

世乒赛筹备举办工作中表现优秀的 １１６ 个集体和 ３９７ 名个人予以

通报表扬ꎮ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ꎬ进一步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ꎬ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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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ꎬ按照党的二十大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决策部署ꎬ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ꎬ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ꎬ不断提高全民

身体素质ꎬ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ꎮ

附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６ 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筹备举

办工作表现优秀集体和个人名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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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６ 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

筹备举办工作表现优秀集体和个人名单

一、表现优秀集体(１１６ 个)

(一)省级单位(４４ 个)

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

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

省委宣传部

省委政法委

省委网信办

省委外办、省外事办

经济和信息化厅

教育厅

公安厅

财政厅

省卫生健康委

审计厅

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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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信访局

团省委

四川省安全厅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广播电视台

成都海关

省通信管理局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南空管局

省气象局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成都双流机场海关

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

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

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

国航西南分公司

省机场集团公司

省疾控中心

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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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乒协

民航四川监管局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四川分中心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东站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

中国青年报社四川记者站

(二)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工作部(室)(８ 个)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办公室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竞赛和场馆运行部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对外联络部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部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赛事宣传和推广部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安全部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人力资源部(志愿者部)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纪检监察和审计部

(三)成都世乒赛专项运行中心(８ 个)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调度中心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运行团队

成都世乒赛抵离服务运行中心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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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乒赛新冠联络员协调办公室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群工作专班

成都世乒赛赛后隔离训练酒店工作专班

(四)高校(９ 个)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华大学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

成都大学

(五)合同服务商(６ 个)

成都世乒赛“世乒通”项目团队

成都世纪城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

中融安保集团公司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

成都及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六)区(市)县有关单位(１０ 个)

四川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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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运行局

成都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成都东部新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成都市青羊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都市金牛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都市双流区委办公室

(七)成都市市级机构、垂管机构(３１ 个)

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

成都市委办公厅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

成都市委组织部

成都市委宣传部

成都市委统战部

成都市委政法委

成都市委网信办

成都市委外事办、成都市政府外办

成都市公安局

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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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成都市审计局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都市体育局

成都市信访局

成都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室

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成都市国家安全局

成都传媒集团

成都文旅集团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乒协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

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

二、表现优秀个人(３９７ 名)

(一)省级单位(４９ 名)

詹佳鑫　 省委常委办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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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武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　 强　 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四级调研员

赵　 翔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二级主任科员

程朝晖　 省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

胡新越　 省委网信办网络应急管理处处长

罗　 元　 省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　 利　 省委外办礼宾处处长

张　 宇　 经济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四级调研员

江岷霞　 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

陈　 鹏　 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三级主任科员

刘　 晨　 西南石油大学实验师

颜　 润　 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

董　 霄　 财政厅科教与文化处干部

李柯宏　 省医疗保健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庆愿　 省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刘汉权　 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

刘雅心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乒乓球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

曾操宇　 省信访局综合指导处三级调研员

张　 幸　 省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　 振　 四川省安全厅工作人员

肖红茹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周泉安　 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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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宇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

黄　 娟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成都大运会办公室主任兼商客

部总经理

朱魏魏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四川分中心网

络安全处(发展协调处)干部

张闻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务部副部长

韩向龙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

王　 强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运动

医学康复党支部书记

代天云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中心专家、省乒协秘书长

刘　 瑶　 成都双流机场海关值机科三级主办

郑　 南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四队民警

穆鹏涛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运输处一级主任科员

陈云戈　 民航四川监管局空防处处长

罗　 军　 省机场集团公司双流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

主任

唐　 燕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总经理

胥海涛　 国航西南分公司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国际服务

项目经理

叶国智　 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警卫空防反恐支队支队长

游　 佳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车站成都东站客运车

间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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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力友　 成都铁路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成都东车站派出所副

所长

宋豪新　 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记者、工会主席

陈　 地　 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记者

贾宜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编委、总编室副牵头人

贺劭清　 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融媒体采编中心主任

凌方青　 四川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副总监

薛　 剑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日报全媒文体新闻中心体育

工作室总监

张　 宇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四川新闻网记者

王鑫昕　 中国青年报社四川记者站站长

李晓东　 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站长

(二)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工作部(室)(８ 名)

潘　 洋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成都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四级调研员

李冰燕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竞赛和场馆运行部综合保障组副

组长ꎬ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陈思嘉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对外联络部工作人员、成都市委

外事办一级主任科员

李林林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部工作人

员、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保障部综合处处长、成都市财

政局二级调研员
—１１—



罗　 力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部工作人

员、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曾韵溦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赛事宣传和推广部工作人员

曾　 铭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安全部工作人员、成都市公安局

治安管理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

代雯怡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人力资源部(志愿者部)工作人

员、蒲江县朝阳湖镇人民政府综合办四级主任科员

(三)成都世乒赛专项运行中心(１６４ 名)

彭家贵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文秘组组长、成都大运会执

委会办公室文秘处处长(管理五级岗位)、成都传媒

集团干部

何　 津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环内)文会组组长、成都大

运会执委会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成都市政府办公厅

干部

彭文春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环内)工作人员、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管理六级岗位)、成

都市文艺发展服务中心干部

李文倩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环内)工作人员、成都市水

上运动中心运行管理部副部长

鄢小川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工作人员、成都市委办公厅

信息处二级主任科员

马思齐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工作人员、成都市锦江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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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促建服务中心主任

侯雁凌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工作人员、成都大运会执委

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管理六级岗位)、成都市经

开区(龙泉驿区)教育局干部

李雪梅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工作人员ꎬ成都大运会执委

会办公室督查处处长ꎬ成都市妇联干部

胡　 静　 成都世乒赛赛时指挥部工作人员ꎬ成都大运会执委

会办公室风险管理处、联络处处长ꎬ成都市委办公厅

干部

李　 可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信息系统保障组工作人员、成都市

大数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鄢婷婷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成都经开区

管委会(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督办科负

责人

徐　 飞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都江堰市文

化体育和旅游局体育科工作人员

游　 鹏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综合协调组副组长、成都市委党校

业务指导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

王毅飞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成都市住建

局质监站一级主任科员

胡　 云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后勤保障组值守席人员、成都市财

政局国库支付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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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亮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对外联络组值守席人员、成都市公

安局机关党委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晏　 波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人力资源部(志愿者部)值守席工

作人员、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人力资源部(志愿者部)

综合处处长、成都市委编办干部

刘　 池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监督组工作人员、成都市纪委监委

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一级主任科员

赵超兰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赛事宣传和推广值守席人员、成都

市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体育文化部活动策划与执行

工作人员

林里睿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安全部联络席工作人员、成都市公

安局信通处民警

杜　 兵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交通保障组组长、成

都大运会执委会安全部交通运力保障处处长、成都

市交通运输局干部

戴秉怡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综合组工作人员、成

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行专员

何　 刚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运行组组长、成

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竞赛场

馆运行一处处长、成都市公安局干部

王继伟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运行组副组长、

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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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博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公安局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贾文渊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公安局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秦海泉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少体校社体部副部长

蒲天繁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人力资源与志愿者管

理组专员、成都市龙泉驿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城管

综合执法六中队队长

刘文瀚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人力资源与志愿者管

理组专员、成都市青年志愿服务行动中心赛会部

部长

耿安子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人力资源与志愿者管

理组专员、成都市青年志愿服务行动中心赛会部部

长助理

蔡昌杰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人力资源与志愿者管

理组副组长、成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综

合保障支队二级主办

陈　 倩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赞助商服务及氛围营

造组组长、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曾颜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赞助商服务及氛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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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组副组长、成都传媒集团四川博瑞眼界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刘韦岐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赞助商服务及氛围营

造组项目主管、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商报营销策划公

司项目经理

余　 忱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信息技术组副组长

(网络通信业务主管)、成都市工业互联网发展中心

无线通信部规划设计师

杜坤林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信息技术组副组长

(网络安全业务主管)、安恒信息网络安全高级顾问

刘子揆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信息技术组副组长

(无线电安全保障业务主管)、成都市无线电监测站

监督管理科科长

鄢弋川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信息技术组办公室专

员、成都高新区社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培生

金　 娜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观众服务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项目负责人

唐　 丽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票务和观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杨富杰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票务和观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郝晓林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外宾接待和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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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长ꎬ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外联部外宾接待处副处

长ꎬ成都市委外事办干部

汪　 鹏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外宾接待和语言服务

组礼宾接待专员、成都市外事服务中心专业技术

十级

杨文韬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外宾接待和语言服务

组礼宾接待专员、都江堰市外事服务中心对外交流

部部长

夏晓蔚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电视转播组组长、成

都大运会执委会宣传部(开闭幕式部)转播处处长

(管理五级岗位)、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总工办主任

张家伦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电视转播组组员、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编导

朱　 凌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电视转播组组员、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灯光师

张轩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综合与监督组组员、

邛崃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八级职员

周亚利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防疫及医疗服务组组

长、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保障部资产管理处处长、成都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

高永文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防疫及医疗服务组副

组长、成都市青白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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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

付　 芹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防疫及医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甘晓林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防疫及医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唐大朋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防疫及医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高新区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

李　 想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副组长、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副校长

弓　 科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副组长、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竞赛

信息处处长(管理五级岗位)、成都市少年儿童业余

体育学校干部

张　 磊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后勤保障组副组

长、成都市商务局市场发展处副处长

刘　 言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后勤保障组专

员、国网成都供电公司技术员

周　 沁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馆后勤保障组副组

长ꎬ成都高新区社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

会主席

徐　 立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后勤保障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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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

事业部项目经理

罗　 嵩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安保组组长、成都市

公安局大保支队民警

钟贤波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安保组副组长、成都

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一级警长

党晋川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一级警长

贺一平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一级警长

宋蓓蓓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政保局一级警长

田广军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成

都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张文萍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专员、成

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教务训练部副主任

李洪宇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副组长、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竞赛

处副处长、成都市体育局干部

曹龙琦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内宾组工作人员、成

都市武候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钟　 钰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内宾组工作人员、彭
—９１—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工作人员

钟海岩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组长、成

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竞赛处

处长、成都市体育局干部

杨　 飞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副组长、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培训

服务处副处长(管理六级岗位)、成都体育学院国合

处副处长

罗　 津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副组长、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反兴奋剂部)体育

展示和竞赛颁奖处高级主管、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总监

刘凌琳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城北体育馆训练部部长

刘　 卉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竞赛和场馆运行部反兴奋剂组专

员、成都市水上运动中心运动促进健康部工作人员

刘　 赛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竞赛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国际交流与合

作部副主任

王　 露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场地器材组副组长、

成都体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招商管理人员

孔　 菁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媒体运行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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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合作中心主任

郑　 爽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媒体运行组工作人

员、简阳市委组织部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胡锦枫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媒体运行和新闻协调

组专员、成都商报社三级首席记者

黄　 谷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活动部副主任

王安冉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影视文艺频道编导

孔维薇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中心项目主管

文　 雯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张　 荣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后期工作人员

王　 静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吴佩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开幕式团队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天成公司行政人员

殷　 毅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票务和观众服务组组

长、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宣传部(开闭幕式部)闭幕式

处处长(管理五级岗位)、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影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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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传媒中心副主任、成都成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景　 莲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票务和观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中心工作策划组

副组长

马艺菲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票务和观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影视少儿传媒中心工作

人员

陈静蓉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票务和观众服务组工

作人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影视少儿传媒中心工作

人员

袁　 亮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监督组工作人员ꎬ金

堂县栖贤街道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办副主任

罗　 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人力资源和志愿者管

理组工作人员、彭州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

主任

王　 涛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媒体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孙　 迪　 成都世乒赛双流机场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ꎬ成都

大运会执委会外联部抵离处处长、成都市口岸物流

办干部

廖代言　 成都世乒赛双流机场工作专班国际包机航班协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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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副组长、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外联部国际交通处

处长(管理五级岗位)、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

心党总支委员

曾蓓蓓　 成都世乒赛抵离服务运行中心工作人员ꎬ崇州市观

胜镇纪委委员、监察员

周敏娟　 成都世乒赛抵离服务运行中心工作人员、成都市政

府火车站管委办综合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

胡伟翔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接待专员

周福欣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对外联络组专员、成

都市技师学院党政办干事

周　 旻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对外联络组专员、成

都市国际商务会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　 航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对外联络组专员、成

都市外事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九级

王　 越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交通组专员、成都市

交通运输局一级主办

杨　 艇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交通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处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喻　 杰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

罗　 琛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治安局(筹)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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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坡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

吴　 强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二处一大队大队长

张　 诺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李攀恒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孙　 伟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巡警大队机动中队长

李　 柯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

何　 川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

苏　 欧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消防救援支队重点保卫处专业技术干部

邓　 强　 成都世乒赛注册中心副主任、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安

全部注册制证处处长(管理五级岗位)、成都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干部

钱艺伦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组员、成都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

熊　 玲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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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

丁　 磊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谢春林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谢溢彪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辅警

郝　 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媒体服务组专员、成

都大运会执委会宣传部(开闭幕式部)转播处副处

长(管理六级岗位)、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电台融发部

副主任

卿　 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文化交流组专员、成

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吴　 杨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综合协调组专员、成

都双流体育产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竞赛主管

雍　 涛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综合协调组副组长、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大运村部住宿管理处处长、成都

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干部

胡东方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综合协调组专员、蒲

江县委办公室综合通信报务科科长

凌　 莉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综合协调组专员、彭

州市九尺镇人民政府社区发展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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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降兵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酒店服务组组长、成

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王　 林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酒店服务组副组长、

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管理局副局长

李　 俊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假日酒店点长、成都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何祖祥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全季酒店点长、成都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科技企业培育处副处长

谢名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酒店服务组联络员、

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综合处副处长

高　 翔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酒店服务组专员、成

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

向　 娟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酒店服务组专员、成

都高新区中和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粒雨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酒店服务组专员、成

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廖鸿平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食品安全监管处处

长、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保障部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

成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执法监督支队

干部

余小龙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食品安全监管专员、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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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娜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应急处置组服务专员、成

都空港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朱九林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应急处置组副组长ꎬ

成都天府新区双流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

会主席

胡兵发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赛后综合协调与应急

处置组专员ꎬ成都市双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部

经理

李　 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赛后综合协调与应急

处置组专员、成都市双流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

班　 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信息保障组监控视频

维护保障专员、综合事务专员ꎬ成都高新和平学校办

公室主任

郑　 典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信息保障组视频会议

系统专员、网络安全专员ꎬ成都市工业互联网发展中

心运行服务部副部长

刘俊杰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阳性隔离点综合协调

组组长、成都经开区 (龙泉驿区) 实验中学校语文

教师

罗良华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维也纳酒店运行中心

副点长、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刘智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维也纳酒店运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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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成都高新区税务局三级主办

廖三怡　 成都世乒赛组委办新闻发言人、赛时指挥部联络组

组长ꎬ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办公室策划处主要负责人

(经理级)ꎬ成都宽窄文创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ꎬ成都文旅宽窄巷子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陈　 凉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人力资源组(志愿者

组)专员、四川天府新区文创会展局一级主任科员

王　 娅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医疗防疫组副组长、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

康建勋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医疗防疫组医疗应急

小组小组长、成都市血液中心副主任

邱　 蓉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医疗防疫组疫情防控

小组副组长、洲际酒店医疗点长ꎬ成都市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支队医疗(中医)卫生监督大队大队长、四级

调研员

黄金星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医疗防疫组疫情防控

小组副组长、全季酒店医疗点长ꎬ成都市龙泉驿区妇

幼保健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高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医疗防疫组联络员、

消杀小组副组长、洲际酒店密接区点长ꎬ成都市第六

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８２—



郭小川　 成都世乒赛全季酒店医疗点医生、成都市第一人民

医院主治医师

冉杰文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监督组专员、邛崃市

临邛街道办事处一级科员

鲁宴伦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民警

陈　 曦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专员、成都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民警

简　 红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综合组组长、成都大运会

执委会安全部情报信息处处长、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干部

王国光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总调度及运行保障组组

长、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安全部交通标准方案和智能

保障处处长、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干部

杨　 欣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赛事器械运输保障主管、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安全部赛事器材运输保障处处

长、成都市口岸物流办干部

谭永璐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综合协调专员、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信息中心专业技术八级职员

杨　 帆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技术团队负责人、成都市

交通运输局信息中心科长

陶路根　 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运行局副局长
—９２—



高　 立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赛时指挥调度中心值班长、成都

高新区两委办二级调研员

李　 强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赛时指挥调度中心副值班长、成

都高新区两委办总值班室四级主任科员

彭　 中　 成都世乒赛新冠联络员办公室主管、成都大运会执

委会保障部公共卫生处处长、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干部

(四)志愿者(３０ 名)

张莹玥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助理、四川大学学生

王靖泷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电子科技大学

学生

殷国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体育学院

学生

田佳宁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体育学院

学生

冯本科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警察学院

学生

陈宇杭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警察学院

学生

杨　 柳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警察学院

学生

商峻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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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张世杰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警察学院

学生

赖宇林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警察学院

学生

邵楠楠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巫建楠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王茜仪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张志远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陈　 霜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何孟霞　 成都世乒赛新冠联络员协调办公室助理、成都大学

学生

池梦雪　 成都世乒赛抵离服务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龚潘巧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宋巧钰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王　 莹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童俊淋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蓝瑞鹏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成都大学学生

刘佳欣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助理、四川外国语大学成

都学院学生

刘禹欣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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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蕊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王佩瑶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索琳晗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张瑾鸿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徐浩楠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王思涵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助理、四川传媒学院

学生

(五)合同服务商(１８ 名)

程　 鹏　 成都世乒赛场馆运行中心工作人员、中国电信成都

分公司工作人员

岳华龙　 安恒信息成都世乒赛办公室主任、杭州安恒信息公

司川藏区域总经理

祝天马　 竞赛场馆运行中心体育展示导演、彩虹体展(北京)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吉　 晋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对外联络部工作人员、四川大学

英语教师

李嘉程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对外联络部工作人员、成都市青
—２３—



年旅行社职员

陈俊利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洲际酒店副点长

(酒店方)、洲际酒店行政副总经理

王恒超　 成都世乒赛假日酒店副点长(酒店方)、成都世纪城

假日酒店酒店经理

舒文平　 成都世乒赛主场地供电公司电力保障主管、国网成

都市高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

马雪琪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媒体服务与文稿综合

组工作人员、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　 珊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执行导演、成都城市音乐厅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活动策划执行

彭玮瀚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音乐总监、成都高新区青涟文艺

创作工作室音乐制作人

汤冰玉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赞助商服务及氛围营

造组工作人员、成都橙视传媒科技股份公司项目

经理

祝　 庆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晓峰　 成都世乒赛交通调度中心总调度及运行保障组副组

长、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负责人

王　 萍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安全部注册制证工作人员、四川

中京安民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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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乾均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中融安

保集团公司保安服务部大队长

王周新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中融安

保集团公司保安服务部副部长

邓　 勇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安全部法律服务供应商应急处置

负责人、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主任

(六)区(市)县(４０ 名)

杜　 波　 成都世乒赛赛后闭环管理酒店专班工作人员、四川

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一级主任科员

佘文彬　 成都世乒赛赛后闭环管理酒店专班工作人员、四川

天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　 虎　 成都世乒赛赛后闭环管理酒店专班工作人员、四川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七级管理岗位

赖　 彬　 成都世乒赛赛后闭环管理酒店专班工作人员、四川

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三级助理

叶云剑　 成都世乒赛赛后闭环管理酒店专班工作人员、四川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办事处社区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彭　 涌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综合行政办公室副主任ꎬ

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品忠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宣传、人力资源和群众工

作部舆情监测组组长ꎬ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网信

和文明建设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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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真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后勤保障部能源专班专

员、成都高新区发展改革局工作人员

霍军宇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后勤保障部交通运输组组

员、成都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

祁　 巧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智慧防疫部工作人员、成

都高新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

吴佩洲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群专班酒店服务组环保专员、

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

秦遴晋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安全维稳部工作人员、安

保现场分指挥部成员ꎬ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治

安署治安大队教导员

毛明峰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纪检监察和审计部场馆外

环监督员、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执

法大队队员

张勇军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基础建设和城市形象提升

部工作人员、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　 畅　 成都世乒赛高新区筹委会场馆运行中心后勤保障主

管、成都高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乾银　 成都世乒赛维也纳国际酒店点长、成都高新区中和

街道办事处二级调研员

李　 璐　 成都世乒赛盛美利亚酒店点长、成都高新区科技创

新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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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建　 成都世乒赛安泰锦云酒店点长、成都高新区中和街

道办事处二级调研员

廖礼祥　 成都世乒赛瑞庭西郊酒店点长、成都高新区石羊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董志强　 成都世乒赛星宸假日酒店点长、成都高新区桂溪街

道办事处四级调研员

陈江泉　 成都世乒赛明悦大酒店点长ꎬ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

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四级调研员

宋宇康　 成都世乒赛新会展亚朵酒店点长、成都倍特厨柜制

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张　 鹏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群专班酒店服务组物资管理专

员、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张仕明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群专班酒店服务组综合调度专

员、成都高新区发展改革局工作人员

龚文全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群专班酒店服务组客房服务专

员ꎬ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备课组长、高新区体育教

研员

张　 涛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气象保障专员、

成都市气象台副台长

张　 志　 成都世乒赛世纪城现场指挥部指挥调度岗位民警、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办公室民警

刘勇浩　 成都世乒赛高新体育中心环外安保现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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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中和派出所教导员

文　 军　 成都世乒赛世纪城住地环外安保现场负责人、成都

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会展派出所副所长

杜海超　 成都世乒赛成都东部新区观众组织领队、成都东部

新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体育产业处处长

陈　 颖　 成都世乒赛青羊区观众组织工作专班成员、成都市

青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杜　 杰　 成都世乒赛青羊区观众组织工作专班成员、成都市

青羊区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负责人

曹　 鎏　 成都世乒赛青羊区观众组织工作专班成员、成都市

青羊区中医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

罗　 斌　 成都世乒赛成华区观众组织工作专班人员ꎬ成都市

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承忠　 成都世乒赛龙泉驿区隔离酒店点长、成都市龙泉驿

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杨俊华　 成都世乒赛龙泉驿区隔离酒店医疗保障组院感专

家、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院感预保科主任

马　 玲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后勤保障组主管、成

都市龙泉驿区东安湖体育公园环境主管

吴　 蒙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应急处置组组长、赛

后综合协调与应急处置组组长ꎬ成都市双流区民政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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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弋　 成都世乒赛洲际酒店服务点点长、成都市双流区人

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祝　 渊　 成都世乒赛假日酒店副点长ꎬ成都市双流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七)成都市市级机构、垂管机构(８８ 名)

梁　 姗　 成都市委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

马可夫　 成都市委办公厅综合三处二级主任科员

黄　 丹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第六秘书处副处长

赵佰喜　 成都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

石　 梅　 成都市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

孙　 沛　 成都市委宣传部国际传播处处长

陈礼洪　 成都市委宣传部国际传播处副处长

刘成敏　 成都市委宣传部媒体服务处处长

何婷婷　 成都市委宣传部信息发布处副处长

马卫东　 成都市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

白桂莲　 成都市网络信息应急指挥中心网络舆情管理科工作

人员

周　 静　 成都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工作人员

易丽华　 成都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网络宣传科科长

陈媛媛　 成都市委外事办礼宾处处长

侯　 亮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信息基础设施处副处长

樊轶鹏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电力保障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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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锐德西明电力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陈　 芳　 成都市民族宗教局办公室副主任

张传维　 成都世乒赛酒店专班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公安

局大型活动保卫和枪爆危化监管支队 (筹) 一级

警长

彭　 杨　 成都世乒赛酒店专班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局境外案(事)件查处科副科长

李良亮　 成都世乒赛酒店专班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王德华　 成都世乒赛酒店专班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公安

局治安管理局(筹)教导员

曹　 阳　 成都世乒赛酒店专班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公安

局刑侦局侦查二处一大队民警

吕　 壮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世乒赛预算管理

主管、成都市财政局一级主任科员

肖开勇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世乒赛经费管理

主管、成都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副处长

胡　 然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合作处二级

主任科员

陈　 超　 成都市城管委市容广告处一级主任科员

席梦洋　 成都世乒赛交通保障综合协调工作人员、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三级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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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炜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水质检测主管、

成都市水务局水资源与供水处一级主任科员

姜　 伟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餐饮服务主管、

成都市商务局国际美食处处长

张　 晏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酒店服务主管、

成都市商务局国际美食处副处长

储晴曙　 成都世乒赛环外医疗保障协调主管、成都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处长

雷雅麟　 成都世乒赛城市侧疫情防控主管、成都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四级主任科员

颜士华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安全部应急工作人员ꎬ成都市应

急管理局城市安全综合协调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

张勇泉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安全部应急工作人员、成都市应

急管理局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　 波　 成都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处处长

李鸿凌　 成都市审计局审计中心专业技术十级职员

李　 江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食品安全监管专

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食品经

营安全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潘　 恒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食品安全监管联

络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督管理处

一级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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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旭　 成都市体育局综合处处长

谢　 静　 成都市体育局综合处工作人员

吴　 洪　 成都市体育局竞赛处副处长

刘云鹏　 成都市体育局竞赛处工作人员

文寓宇　 成都市体育局综合处副处长

史东霖　 成都世乒赛储备入环人员带队领导、成都市青年志

愿服务行动中心副主任(管理六级岗位)

罗玉硕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媒体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体育新闻部制片人

胡　 晓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总导演、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广电

能量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　 晴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执行总导演、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生活消费传媒中心导演

陈　 榆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总制片人、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生

活消费传媒中心副主任

焦芳珂　 成都世乒赛开幕式制片人、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生活

消费传媒中心大型活动部副总制片人

赵晨雯　 成都世乒赛摄影记者、成都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记者

范先之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文化交流组工作人

员、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　 琳　 成都世乒赛竞赛场馆运行中心媒体运行组工作人

员、成都时代出版社舆情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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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官　 成都世乒赛官方酒店运行中心文化交流组工作人

员、成都文旅沐山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监

石卫琳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杨　 茜　 成都城投置地 (集团 )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总

经理

黄晓敏　 成都产业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秘、党群工作部

部长

蒋　 燕　 成都交投集团资本运营部部长

尹　 欣　 成都世乒赛总调度及运行保障组组长、成都公交集

团新城市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敬颖　 成都世乒赛总调度及运行保障组副组长、成都公交

集团新城市巴士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　 刚　 成都世乒赛运行保障团队组长、成都公交集团新城

市巴士有限公司赛会事业部总经理

余永霄　 成都世乒赛运行保障团队大车队长、成都公交集团

东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副经理

宁　 霞　 成都世乒赛酒店交通经理、成都东星巴士有限公司

副队长

李　 赓　 成都世乒赛运行保障团队小车队长、成都公交集团

运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科员

邓　 勇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交通组疫情防控及后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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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组组长、成都市公交集团联程场站六级管理人员

董志航　 成都世乒赛运行保障团队副组长、成都公交集团新

城市巴士有限公司赛会事业部模块经理

邹智杨　 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办公室一级警长

梅晓飞　 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处静态科副科长

彭　 春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四大队大队长

杜训波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官方酒店专员、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主管

廖　 骏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官方酒店专员、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主管

樊明智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环外医疗组联络

员、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陆世义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校长

任　 希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赛事总监

黄　 林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综合部主任

陈　 丹　 成都世乒赛组委会办公室专员、成都市全国重点乒

乓球运动学校综合部副主任

杜　 牧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酒店服务组官方酒

店专员、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财务部主任

王　 桦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酒店服务组官方

酒店专员、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财务部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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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一佳　 成都世乒赛 ＭＣＣ 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主管、成都市大

数据中心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黄心悦　 成都世乒赛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组外宾接待和语言

服务组专员、成都市机关会议服务中心领班

张　 敏　 成都世乒赛食品安全及食源性兴奋剂保障抽检专员、

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规划财务与质量保障部主任

郭　 靓　 成都世乒赛食品安全及食源性兴奋剂保障抽检专

员、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业务管理与信息技术部

副主任

高　 鑫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

消防救援支队高新大队消防员

唐传伟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

消防救援支队高新大队消防员

雷　 超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

消防救援支队高新大队中和政府队分队长

李玉平　 成都世乒赛酒店运行中心安保组工作人员、成都市

消防救援支队高新大队中和政府队副班长

吴应强　 成都市国家安全局干警

田青云　 成都市国家安全局干警

苏　 泽　 成都市国家安全局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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