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县 学校名称 学校所在地
联系
人姓
名

联系电话 爱心捐赠人 捐赠者单位

胡京 中智公司老领导
李育苗 中智西安公司

2 前场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新街社区
李福帮、黄首伟、汪国祥、齐

月、王晓威
中智国际人才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

3 盐井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新街社区盐井村
张黎立、于晔、赵雅馨、吕敏

、祁麒
中智公司团委

4 前场中心幼儿园 姚安县前场镇新街社区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5 庄科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庄科村委会 刘伟、邓彩燕 中智深圳公司

6 石河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石河村委会

后有军、张丹凤、陈阳、付星
、王瑞霞、张京楠、郭倩倩、

张培、郭至壬
中智河南第二党小组

7 王朝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王朝村委会
王震、郭辰、甄浩、武莉、钟

悦悦、王阳、宋鹏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8 新村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新村村委会

宋殿坤、东锐、王军委、崔晶
晶、王君、王丹丹、张浩云、
张志伟、高岩、张丹卉、吴崇

崇、李向楠、叶玉苹

中智河南工会

9 小河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小河村委会 张星烁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0 稗子田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稗子田村委会 杨青 中智湖北公司
11 木薯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木薯村委会 殷晓婷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2 新民小学 姚安县前场镇新民村委会 李明慧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武密桃、何华 中智西安公司

14 白石地小学 姚安县太平镇白石地村委会 聂永隽 上海中智恒康医疗器械有限公
15 者乐小学 姚安县太平镇白石地村委会者乐

村
王安琪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6 老街小学 姚安县太平镇老街村委会
祁麒、米思桐、张雪、贾智慧

、张艾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7 各苴小学 姚安县太平镇各苴村委会 李云峰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8 陈家小学 姚安县太平镇陈家村委会 黄涛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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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姚安县前场镇新街社区

姚安县太平镇太平街5号

姚安县弥兴镇弥兴中学

姚安县

前场中学

太平小学

弥兴中学

刘家义

钱宏斌

徐国永

15891844938

13908788221

15125911610



符琳杰、回天阳、王春景、姜
恺妮、王艺欣、姚娜、王亮、
唐嘉临、吴皓洋、聂可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 弥兴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弥兴小学 任兆平 15987817797 孙文洁、程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21 官庄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官庄小学 向云松 15125773349 刘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22 上屯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上屯小学 李开洪 13987846902 王颖 中智公司总部
23 大村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大村小学 朱一丹 13908781483 张萌、程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24 朱街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朱街小学 孙凤海 13187801479 麻静 上海中智人才顾问咨询有限公

25 红梅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红梅小学 彭建涛 15125924579

刘楠、李明珍、宋殿坤、张琳
琳、冯丽君、安思雨、高少影

、康慧慧
中智河南第三党小组

26 大苴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大苴小学 陈路明 15912922035

张理婷、杨绮敏、李昉晟、李
盛杰、史群、秦雯、陈骏芳、
王黎莺、马青、戴露薇、朱佳

瑜、李文婷、曹琼

中智上海外企服务公司第六支
部

27 小苴小学 姚安县弥兴镇小苴小学 罗吟 13987842412

王志栋、张虹嬿、宫祺、童正
洁、卢莹、孔伟明、周莉、朱
瑞铮、任海韵、张怡、黄倩芷

、颜碧文

中智上海外企服务公司第六支
部

28 弥兴幼儿园 姚安县弥兴幼儿园 李家琴 13508858979 陈建明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29 官屯镇山坡小学 姚安县官屯镇官屯街20号 毛健雄 13987877325

付强、宋毅、罗彩凤、郑素莹
、谢志丽、刘婷婷、林楠、廖

莹、陈映静、彭晓桑
中智深圳公司

30 官屯镇官屯小学 姚安县官屯镇官屯小学 肖雨蕾 15987823418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31 官屯镇连厂小学 姚安县官屯镇连厂小学 沈建元 15125717970 刘菁 中智云南分公司
32 官屯镇马游小学 姚安县官屯镇马游小学 全安辉 15308787050 武晶京、程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33 官屯镇葡萄小学 姚安县官屯镇葡萄小学 周武高 13577848258 羊敬德 中智公司总部
34 官屯镇三角小学 姚安县官屯镇三角小学 周松林 18408787112 蔡如蓉 中智深圳公司
35 姚安县适中小学 姚安县适中乡适中街17号 张武 13769258766 崔岩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36 姚安县三木小学 姚安县适中乡三木村委会三木村 普应江 18787884609
庄婕、章颖舟、潘欣云、陆骏
华、蒋丹桦

中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7 姚安县月明小学 姚安县适中乡月明村委会新屋子

村
张怀恩 15096444728 冯娅 中智广州公司

38 姚安县菖河小学 姚安县适中乡菖河村委会菜下村 李涛 15912910896

颜璐、陈淑娴、杨春宝、黄盼
、张彩格、池宏伟、叶晓茜、
王倩霞、徐敏、杨少妍

中智深圳公司

19 姚安县弥兴镇弥兴中学

姚安县

弥兴中学 徐国永 15125911610



39 姚安县大梨树小学 姚安县大梨树村委会 丁家祥 15911788700 梁姗、仇伟健 中智广州公司
40 姚安县涟水小学 涟水村委会 何家舟 13638768680 王静雯、甘敏贞 中智广州公司

黄苑婷、高绮雯、黄敏瑶、陈
子娟、麦敏妍、黎嘉欣、陆倩
仪、吕万莹

中智广州公司

任洁 中智四川公司
42 姚安县麂子小学 麂子村委会 王家栋 13638770567 于雯晴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43 姚安县大白者乐小学 大白者乐村委会 罗剑军 15758503968 蔡婕、罗慧芳、王维佳、杨波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44 姚安县大伙房小学 蒿子箐村委会 杨忠 15987240929 王力 中智公司总部
45 姚安县福光小学 姚安县光禄镇福光村委会福光村 周锡材 13769262802 王红 中智沈阳公司
46 光禄小学 姚安县光禄镇光禄社区南光 毛礼德 13987814233 王红 中智沈阳公司
47 旧城小学 姚安县旧城村委会 张晓军 13577822266 贾欣 中智沈阳公司
48 草海小学 姚安县草海村委会 王翠林 18987841717 谭晓峰 中智沈阳公司
49 班刘小学 姚安县班刘村委会 韩国金 18187867771 洛欣钢 中智沈阳公司
50 后营小学 姚安县后营村委会 李祥 13769264746 王菁菁、郭赛 中智沈阳公司
51 吴海小学 姚安县吴海村委会 张国松 13578459900 李爽、李喆 中智沈阳公司

52 新庄小学 姚安县新庄村委会 张思新 13638740497
李硕、于雪、吕静、王丹丹、
李晖

中智沈阳公司

53 梯子小学 姚安县梯子村委会 张朝富 18164789907
唐璐、田毓新、周怡、刘惠元
、姜娜

中智沈阳公司

54 小邑小学 姚安县小邑村委会 杨春红 18187865077
杨金儒、刘彤、王婉璐、赵轩
浩、陈莹

中智沈阳公司

55 江尾小学 姚安县江尾村委会 朱杰 15987211299
高淞、刘旭彤、赵健霖、高博
、尹环

中智沈阳公司

白雪、程程、苏昕、栾博、郑
宇飞

中智沈阳公司

柳琴 上海中智国际教育培训中心

57 荷福新村幼儿园 福光村委会 李晓梅 15891809019
孙亚楠、王博、王晓琳、康文
娟、刘硕

中智沈阳公司

58 姚安县左门中学
姚安县左门乡左门村委会干海子

10号
石有德 15288576140

杨旭、黄秋平、侯格非、石琬
姣、关晶

中智沈阳公司

59 姚安县干海小学
姚安县左门乡左门村委会干海子

11号
周学海 13508786309

荣浛余、李锐、高桥、赵雪松
、李姝

中智沈阳公司

41 大河口村委会

56

姚安县

姚安县大河口小学

光禄中学 姚安县光禄镇草海

郑斌

吴城

15126057296

15987878365



60 姚安县地索小学 姚安县左门乡地索村委会地索村 李桂荣 15808783757
郝志峰、李巍巍、苏安宇、孙
小钠

中智沈阳公司

徐文琼、马雪双、郭小帆、刘
琬婷

中智沈阳公司

卢莉、翟振荣、邹华丽、于肖 上海中智国际教育培训中心
冯艳、牛文萍、王梁、姜微 中智沈阳公司

许芹 上海中智国际教育培训中心
巩艳秋、曲丹、邢正文 中智沈阳公司
毕结纹、陈琨、刘建业、梁秋

丽、吴颂文
中智广州公司

64 仁和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仁和村委会仁和小

学
伍家磊 15912924486

王方园、邓思宇、杨志飞、李
贺、胡颖、王小玢、刘瑞雪、
崔海洋、董玺格、许金广

中智沈阳公司

65 蛉丰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蛉丰村委会蛉丰小

学
杨国艳 13638742668

刘澜、杨明泽、韩延锋、刘天
羽、佟冬阳、周佳、伊泓多、
徐征、赵倩、刘帅

中智沈阳公司

66 清河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清河村委会清河小

学
阮绍春 18908788523 常江 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

67 右所冲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蜻蛉村委会右所冲

小学
何菊芬 15891859913 杨帆、刘媛、程春雷、徐坚 中智培训中心

68 长寿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长寿村委会长寿小

学
吴正林 13330560219

江家坤、李林霜、钟继思、方
晓莉、梁春兰、张雅雯、朱秋
田、刘芷丹、曾紫君、周心怡

中智深圳公司

69 地角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地角村委会地角小

学
朱晓兵 13987835318

宋博翠、杨志泽、周泞、陈淑
漫、宋沛峪、林惠珍、丁雪童
、王俊、魏丽萍、张越然

中智深圳公司

70 龙岗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龙岗村委会龙岗小

学
郁德云 13987842031

郭丽仪、江山、刘德顺、符淑
丽、吴梅贞、江必颜、陈文静
、卢晓斌、赵丽珊、谭昭嫦、
杜林格、马君贤、林玲、温国
豪、刘莉、李国权

中智广州公司

71 竹园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竹园村委会竹园小

学
彭  渊 13578491457

谢嘉妍、谢晓丹、王宝怡、
郑慧芝、吴嘉丽、麦紫君、
黄嘉健

中智广州公司

72 马草地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马草地村委会马草

地小学
杨建军 15987878409

蔡楠、梁嘉瑶、朱丽君、关家
平、林泽乾、胡颖斐、董佩钏

中智广州公司

61

62

63

姚安县

龙岗中学

仁和中学

大龙口中学

姚安县栋川镇

姚安县栋川镇

姚安县栋川镇

李开宏

何晓梅

徐启海

13987813267

18687858947

13987082086



73 启明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启明村委会启明小

学
王 俊 15887768332

李冷月、朱雯靖、孙菲、张恺
韫、毛丽慧

中智资产管理公司

74 徐官坝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徐官坝村委会徐官

坝小学
刘建英 18987817592 李静、姜敏、沈慧婷、戴旭阳 上海中智人才顾问咨询有限公

司

75 白龙寺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白龙寺村委会白龙

寺小学
周晓立 13987830532

郭姗姗、车晓霞、罗莹莹、张
嘉琪、陈映萍、李曼、刘彦玲
、曾琴娜、古丹凤、陈舒佳、
朱苑妮、林敏、赵樱雪、林丽
晶、晏菀玉

中智深圳公司

76 白家屯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大龙口村委会白家

屯小学
尚林辉 13312601698

张淳珏、邹梅茜、马丹、杨雅
君、何隽禕、陈妮、陆佳慧、
尹瑛、沈颖初、丁梁栋、韩玉
祺、邬方佳、周云雷、赵怡雯
、李思超、陈玉倩、李祎、余
慧娟、陈伟伦、祝佳悦

中智上海财务公司党支部

77 大龙口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大龙口村委会大龙

口小学
自映斌 13987878740

张玮、赵欣、曲晶晶、梁永健
、邵立娜、陶园杰、郭鄞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78 海子心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海子心村委会海子

心小学
全安辉 18164780921

陈志龙、张颖、王娟、高源、
刘国艺、胡鹏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79 郭家凹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郭家凹村委会郭家

凹小学
孙守俊 13987078788 滕政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80 包粮屯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包粮屯村委会包粮

屯小学
潘静红 13638753560 滕政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81 海埂屯小学

姚安县栋川镇海埂屯村委会包海

埂屯小学
范家文 13769274446 吴晓兰、龚慧敏 中智江苏公司

82 昙华乡赤石岩小学 大姚县昙华乡赤石岩村委会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83 昙华乡菜西拉小学 大姚县昙华乡菜西拉村委会

覃炳尧、裴莎莎、倪飞菲、赵
敏捷、张志强、邱焕新、陈星
宇、丁波声、彭耀、杨志泽

中智深圳公司

84 桂花镇马茨小学 大姚县桂花镇马茨村委会 胡京 中智公司老领导

85 桂花镇罗仕刀小学 大姚县桂花镇罗仕刀村委会 胡京 中智公司老领导

86 桂花镇大村小学 大姚县桂花镇大村 李明慧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87 桂花镇岔河小学 大姚县桂花镇岔河村委会
包宇君、徐雯艳、沈赟、陈洁

、袁文静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88 桂花镇处立里小学 大姚县桂花镇处立里村委会
金翔云、葛文豪、张瑾、刘铮

铮、钱潇雍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姚安县

大姚县

13578491566

15987816997

张正良

唐朝伟



89 湾碧乡纳那小学 大姚县湾碧乡纳那村委会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羊敬德 中智公司总部

曹昕、陈弋丰、陈艳 中智四川公司

胡京 中智公司老领导

程功 中智公司总部

雍光明、乔春林、丁蕾、孙舒
、石闻渊

中智上海公司建汇第一党支部

朱岚 中智公司总部

朱芃芃、程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朱岚 中智公司总部

94 三台乡必期拉小学 大姚县三台乡必期拉村委会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95 三台乡吾普吾么小学 大姚县三台乡吾普吾么村委会 高立立 中智国际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路鑫、熊燕、程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朱芃芃、夏冲、魏峥、翟明明
、赵海阔、张钰、杨阳、韩新

桐、于洪伟、李雪薇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顾颖蕾、陈慧婷、管佳、黄莉
娜、华静、张许陆、柳畋、姚

圣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程功 中智公司总部
98 三台乡博厚小学 大姚县三台乡博厚村委会 吴礼清 中智深圳公司

高立立 中智国际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程功 中智公司总部

100 六苴镇波西小学 大姚县六苴镇波西村委会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101 六苴镇者纳么小学 大姚县六苴镇者纳么村委会 张家玮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魏嘉俊、陈玉荣、许斌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石慧杰、卢佳、马静 中智广州公司、中智外区服务
分公司、中智国际人才公司103 三岔河直么小学 大姚县三岔河直么村委会 顾卫东 上海中智广告有限公司

韩杰 上海中智广告有限公司

李园、王海英、尚星余、张登
峰、徐艺嘉、颜斌、陈宇婕、

赵娜、胡书荣、方芳
中智重庆公司

刘亚明 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

大姚县湾碧乡高坪子村委会

大姚县湾碧乡白坟坝村委会

大姚县三台乡过拉地村委会

大姚县三台乡多底河村委会三台乡多底河小学

大姚县三岔河背阴地村委会

大姚县湾碧乡碧拉乍村委会

91

大姚县湾碧乡巴拉村委会湾碧乡巴拉完小

大姚县三台乡黄家湾村委会三台乡黄家湾完小99

湾碧乡高坪子完小93

97

96

102

湾碧乡白坟坝完小

三岔河落石底完小

湾碧乡碧拉乍完小90

三岔河朵腊寄小

三台乡过拉地小学

104

大姚县

92

13508783422

13577832626

15887781116

13887892869李昌伟

李绍成

谢  林

邱家东

李恒伟

15096497688

大姚县三岔河朵腊村

大姚县赵家店大平地村赵家店大平地完小105



赵壁玉、潘肖、戴文静、冯娅 中智江苏公司

106 赵家店北新街小学 大姚县赵家店北新街小学 王晓辉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07 赵家店黄羊岭小学 大姚县赵家店黄羊岭村委会
袁美龄、毛佳怡、薛芸莹、沙

启睿
中智上海外企服务分公司

108 赵家店江头小学 大姚县赵家店江头村委会
刘丽、张锋、蒋天晨、赵寅声

、王一淳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刘亚明 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馆

胡弘昊、吴迪 中智四川公司
杨欣欣 中智公司总部

110 桂花镇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桂花镇 蔡如蓉 中智深圳公司

薛金凌 上海中智科创服务外包有限公
杨洁、周旭 中智四川公司

杜继海、张澄澄 中智大连公司
112 桂花中学小学部 大姚县桂花镇 张晖 中智上海外企服务分公司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姜伟、韦婕、李树冠、淡玉莹

、黄君、张译今
中智广州公司广西分公司

伦念红 中智青岛公司
114 赵家店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赵家店镇 柴永强 中智广州公司
115 赵家店镇小红山幼儿园 大姚县赵家店镇小红山村委会 邓文婷、黄秀丽、方丽斯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116 赵家店镇茅稗田幼儿园 大姚县赵家店镇茅稗田
张锡梅、许彬、尹志刚、文娟

、张美琴
中智云南分公司

吴杰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黄律、武丽君、陈梦益、邓世 中智四川公司
徐翠萍、岑小敏、王露、谢晓 中智广州公司
王建华、吕鑫、魏欣、金京利
、程巾芸、车楠、王淼、刘会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付瑾、张猛、贾雪、张晋、冷
月、张超、林琳

中智大连公司

陈刚、曹安、沈恺、林青、孙
潇通、蔡智文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朱睿、江慧敏、寇春丽、吴文
涛、龚人义

中智江苏公司

章祖达 中智公司总部

大姚县桂花镇桂花镇桂花中学111

大姚县六苴镇六苴中学118

大姚县赵家店镇赵家店镇中心完小113

117 三岔河完小

大姚县

13508783422李恒伟

谢  林 15096497688

15987816997

15096497688

唐朝伟

谢  林

13577832626李绍成

大姚县三岔河柴厂

大姚县赵家店大平地村赵家店大平地完小105

大姚县六苴镇六苴中心完小119

大姚县六苴镇六苴明德小学120

大姚县桂花镇桂花镇中心完小109



苏美娇、邓家兵、杨兰、张国
城、萧敏仪、杨钰莹

中智广州公司佛山分公司

高日、黄庆、高松、陈福荣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何新皓 中智公司总部
羊敬德 中智公司总部

简国琴、罗颖 中智四川公司
胡京 中智公司老领导

吕佳贝、张琛、唐智松 中智四川公司
王开华 中智公司总部
王旭 中智公司总部
程功 中智公司总部

125 昙华中学小学部 大姚县昙华乡 杨青 中智湖北公司
谭天杰、林勇、薛益锋、李新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程功 中智公司总部
127 大姚县金碧镇里李湾幼儿园 大姚县金碧镇 徐媛媛 中智天津公司
128 大姚县金碧镇里长堡幼儿园 大姚县金碧镇 王晓辉、郝妍、毓卉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黄丽、李艳茹 中智深圳公司
姚松荣、董波、王雅婷 中智四川公司

高傲、迟浩男、张冬冬、李玉
婷、马丽、徐琨、张容铭、张
娅萌、牟雪、杨晓晓、杨欣、

中智大连公司、中智青岛公司

陶骏 中智上海公司
罗健亮、林楚琪、杨敏婷、梁
婉婷、肖卓敏、曾淑芬、姚洁
冰、袁菁、何绮君、梁泳姿、

沈逵、钟思思

中智广州公司

孟凡华、王莎、孙莹、张鹏潜
、王宏章、张玢

中智青岛公司

任焱、梁珺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朱懿娜、唐婷婷、倪瑞、蒲荣

琳、唐蕾、李邓韬
中智上海公司、中智重庆公司

132 大姚县铁锁乡永和小学 大姚县铁锁乡永和村委会
侯幸杰、林金超、徐笑绯、张

亦睿、汤鸣峰、邢月园
中智上海公司建汇第一党支部

大姚县铁锁乡中心小学130

大姚县铁锁乡铁锁村委会

122 湾碧完小

大姚县铁锁初级中学129

126

121

124

大姚县

13577832626

13987898165

17787819277

13578491566

13887892869

大姚县铁锁乡铁锁村委会

张正良

大姚县昙华乡昙华完小

李昌伟

大姚县湾碧镇湾碧中学

大姚县昙华乡昙华中学

李绍成

大姚县六苴镇六苴中心幼儿园

杨茂贤

杨从云

大姚县湾碧镇

大姚县六苴镇六苴明德小学120

大姚县铁锁乡自碑么村委会大姚县铁锁乡拉巴小学131

123



郑嘉伟、陈小卫、张萌、谢福
苑、刘才琳、李韵妍、黄心怡
、邓平能

中智深圳公司

黄杰
美国风河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代

表处
王志伟 中智公司总部

梁诗凯、陈莉莉、吴艳玲、袁
子惠、王晓悦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王允、陈睿、张娇、魏瑶、秦
珍、张妙丽、卢婷、薛慧

中智西安公司

郝妍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黄亮、孙前程、徐珊、马健利
、蔡欣、王梦姣、李美豆、王
阳、薛博、鲁慧敏、乔忠华、
文月月、吴焕、慕小瑞、黄安

中智西安公司

136 大姚县龙街镇团山 大姚县龙街镇 柴永强 中智广州公司
卢杰锋 中智广州公司

唐琳、卢菲、郑菩玲、杨耀花
、王成龙、张珊、李君、赵雁
文、郭兰静、刘佳、赵粉艳、

李可、张瑶、王蓉、尹方

中智西安公司

林镇希、黄子文、何紫君、吴
嘉丽、梁嘉杰、侯曼丽、刘琨
、曾颖昕、廖欣琪、黄艳萍、
李艳丽、贺智臻、谢佳欢

中智广州公司

朱文慧、赵春艳、闫妍、程艳
、郭艳、杜倩、李婷婷、孟杨
莉、石永祥、叶子、何博、师
伟华、巨芙蓉、李世博、石安

中智西安公司

施柳、张国华、张志梁、蔡宏
晖、赵波、黄芬、虞士君、王
萨、沈飞、朱磊、苏作军、高

上海中智电气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梁延华
培力（香港）健康产品有限公

司北京代表处

大姚县龙街镇大姚县龙街中学133

135

大姚县龙街中心幼儿园137

大姚县

13987835257华利辉

大姚县龙街镇大姚县龙街中心完小134

大姚县龙街镇大姚县龙街塔底小学139

大姚县龙街镇大姚县龙街鼠街小学138

大姚县龙街镇大姚县龙街镇龙泉小学

大姚县龙街镇



140 大姚县龙街镇石关小学 大姚县龙街镇
冼家慧、招秀容、彭骞、吕玉

婵、陆泽诚
中智香港、中智澳门公司

141 大姚县龙街设甸小学 大姚县龙街镇
肖淑贤、陈爱仪、何东瑶、原
博、邢旻

中智广州公司

142 大姚县龙街打厂小学 大姚县龙街镇 郑树群 中智广州公司
张振海 中智公司总部

史新曦、郭群 中智四川公司
徐晓冬 中智公司总部

144 大姚县金碧镇席坝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席坝村委会赵屯一

组	
张凯 中智安徽公司

145 大姚县金碧镇马屯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马屯村委会大马屯

组	
袁娜、张丽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党支部

146 大姚县金碧镇凉桥完小 大姚县金碧镇凉桥村委会毛家组	
齐晓曦、刘爱兵、任海凤、郑
雨、刘静、鄂冬博、鱼燕翔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47 大姚县金碧镇白鹤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白鹤村委会大坡村	
齐晓曦、于阳、陈琪、盛岩、
朱仕君、王旭晨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48 大姚县金碧镇七街中心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七街社区苏湾村	

崔岩、滕晓冀、王尧、冯涛、
杨瑾、王一鸣、刘骁龙、高桂
翠、王婧银、李文静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49 大姚县金碧镇七街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金碧镇七街社区上街	
朱诗勃、赵贇、管堃、陈旸、
吴雅俊、吴媚

上海中智项目外包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张悦 中智浙江公司
吴研、刘雨 中智四川公司

151 大姚县金碧镇妙峰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妙峰小学	 张悦 中智浙江公司
152 大姚县金碧镇王栾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殷连村委会王屯小

组	
俞翔 中智浙江公司
芦平 中智浙江公司

李明慧、陈迪、于晔、何韵、
钱玮、戚可珂、尤忻、杨雨龙
、王心恬、黄嬿婧、李霞瑾、

孙咪蕾、陈芳、侯佳玲

中智上海外企第二党支部

王婧、赵宸、田甜 中智大连公司
154 大姚县金碧镇胡屯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胡屯村委会曹湾小

组	
郭玉霞 中智浙江公司

155 大姚县金碧镇将军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将军村委会李湾社	 李昌盛 中智浙江公司
156 大姚县金碧镇陆林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陆林村委会陆林三

组	
郭春丽 中智浙江公司

157 大姚县金碧镇仓街中心幼儿园大姚县金碧镇仓街村委会下街	 王文君 中智浙江公司
158 大姚县金碧镇施永屯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龙林村委会	 冯利国 中智浙江公司

大姚县金碧镇仓街村委会上街	大姚县金碧仓街中心完小153

大姚县金碧镇钟秀完小

大姚县

杨茂贤

13987835257

15891853885

华利辉

郭文武

150

13628783788

13987898165

莫江林

大姚县金碧镇七街社区下街	大姚县金碧镇七街小学143

大姚县金碧镇钟秀村委会钟秀村	



159 大姚县金碧镇泗溪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泗溪小学	
车飞、胡志均、黄旭雷、李素
珍、陈茜茜、盛艳婧

中智浙江公司

李春玲、金海珏、童加康、罗
一平、谢紫虹、胡英凤、郑军
、赵章章、张妲瑛

中智浙江公司

白仲皓、李婷婷、崔琳琳、王 中智四川公司
王娜、柴斐斐、沈燕娜、徐慧 中智浙江公司
方圆、张金娥、陈嘉璐、王小 中智四川公司

徐晓冬 中智公司总部

162 大姚县金碧镇里长堡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里长堡社区一组	
付欣怡、余嘉、缪嘉骐、陈悦
、金骏、杨欣、金艺航

中智浙江公司

163 大姚县金碧镇平山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平山村委会三组	
张思园、钟骅、王玥、邓徐艳
、魏晓、戚啸奇

中智浙江公司

164 大姚县金碧镇鲁村完小 大姚县金碧镇鲁村完小	 徐海丹、王倩 中智浙江公司
党志杰、伍金超、顾丽芳、高
文萍、许恒晖、吴颖洁、柳希
莹、方玉玲、吴秋芬

中智浙江公司

熊雨语、陈琳 中智四川公司
林镇希、黄子文、何紫君、吴
嘉丽、梁嘉杰、侯曼丽、刘琨
、曾颖昕、廖欣琪、黄艳萍、
李艳丽、贺智臻、谢佳欢

中智广州公司

166 大姚县金碧镇三槐小学 大姚县金碧镇三槐村委会张家寺	 何林玉、陈练根 中智浙江公司

167 大姚县金碧镇金家地完小
大姚县金碧镇金家地村委会橡子

坡	

李秋男、汪洋、陈晶、周胭琪
、鲍雪莉、王幸利、周媛、周
丽娜、高晶晶

中智浙江公司

168 大姚县金碧镇王德桥小学 大姚县厂房村民委员会庄镶路	
赵莹、蒋勇、阮丽芳、刘金、
杨晨澍

中智浙江公司

姜燕赟、王佳琳、马萍萍、薛
鸣雯、王培秀、高佳莉、陆婷

中智浙江公司

陈涛、刘文萃、陈卓、程璐、
杨亚宁、何红芳、答蒙蒙、张
璐、王力叶、闫萍

中智西安公司

郑焕杰、易明、王澄宇 中智广州公司

大姚县

杨茂贤

大姚县金碧镇厂房村委会元家冲	大姚县金碧镇刚诚完小160

13987898165

云南省大姚县金碧镇范湾居委会

范家	
大姚县金碧镇中心小学161

大姚县金碧镇里长堡村委会白塔

屯荞麦山	
大姚县金碧镇金蛉小学169

大姚县金碧镇黄海屯居委会	大姚县金碧镇黄海屯完小165



170 大姚县金碧镇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金碧镇范湾村委会范湾组	

王杰、李婕、张晓新、陈璐、
金嘉祎、张娜、张敏、陈天琪
、盛飘芬、姚清清

中智浙江公司

171 大姚县龙街镇大龙箐小学 大姚县龙街镇大龙箐村委会大村	华丽辉 13987835257

胡雯雯、金丹、俞倩蒨、刘虹
、潘露芳、陈晓娟、徐杨兰、
钟玉芬、范慧梅

中智浙江公司

张良通、石鹏博、罗青、黄坚
坚、陈建伟

中智浙江公司

孙行宇、董时雨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73 大姚县新街镇小古衙完小 大姚县新街镇小古衙完小	
汪洋、陈静、石贤锋、何依璐
、宣佳妤、李雅琳、宋良煜

中智浙江公司

174 大姚县新街镇大古衙完小
大姚县新街镇大古衙村委会松坡

一社	

邵碧霞、胡文彪、胡悦颖、申
萍

中智浙江公司、中智外企服务
分公司

唐秋勇、毕景艳、王李古简 凯哲文化公司
张然、刘芳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76 大姚县新街镇大桥完小
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大姚县新街镇

大桥完小	

叶琼亚、朱秋霞、庄海燕、胡
明亮

凯哲文化公司

赵建利 中智河南公司
井琳、罗晓琳、韩琤、姚雪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冯娅、张洁尉、孙传付 中智江苏公司、中智上海公司
冯士军、张雯玥、张妙丽、任
向慧、刘杨梦娜、范运超、周
婵、岳林霞、贾阳、何倩芝、
卓奉献、柴小锐、吴燕梅、郭
园、宋飞、傅莉娟、朱方瑞

中智西安公司

李昊宇、赵旭楠 中智广州公司、中智公司总部
续笛、王欢、王新爽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王菲菲、王若谷、郭雯、王璐
、秦莹

中智湖北公司、中智河南公司
第一、二团小组

刘佳、仇然、刘畅、赵顺天、
徐淳、武雅彤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181 大姚县新街镇瓦房完小
大姚县新街镇新街社区王家凹村

民组	
汪惠颂、刘红、龚雪姣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姚璟、杨学涛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大姚县新街镇芦川村委会石桥村	大姚县新街镇芦川完小177

大姚县新街镇团山村委会河对门	大姚县新街镇团山完小178

大姚县新街镇小古衙村委会	大姚县新街镇钱湾完小180

大姚县新街镇小古衙村委会小竹

园村	
大姚县新街初级中学182

大姚县新街镇新街完小172

大姚县新街镇碧么完小179

大姚县

杨茂贤 13987898165

15987861977张勇

大姚县新街镇新街社区苴利屯村

民小组	

大姚县新街镇碧么村委会垭口村

民组  	

大姚县新街镇夏家坝完小	大姚县新街镇夏家坝完小175



李庆、杨丽、王晓娟、潘伟 中智四川公司
王志伟 中智公司总部

183 大姚县新街镇新街幼儿园
大姚县新街镇新街社区苴利屯村

民小组	
庄妍、季颖晔、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184 大姚县赵家镇他利颇小学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赵家店乡他

利颇村委会	
谢林 15096497688 彭倩、庄捷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

贾欣、谭晓峰 中智沈阳公司
李华晖、朱清子、陈育君、闻
薏、谢子亮、林静瑜

中智广州公司

王志伟 中智公司总部

186 大姚县石羊镇岔河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岔河村委会	
洛欣钢、王秋蕴、郑美娜、王
少博、杨帆、石宇

中智沈阳公司

187 大姚县石羊镇小七笼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石羊社区居委会	

杨槐、林兰、耿丽丽、齐芳芳
、周宇月、孙鹏、石小伟、庞
然、郑丽娜

中智沈阳公司

188 大姚县石羊镇柳树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柳树塘村委会柳树

塘村	

肖博、李连生、邢星、孙慧丽
、孙博、袁媛

中智沈阳公司

189 大姚县石羊镇黎武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黎武村委会黎武村	 刘阳、周瑞 中智沈阳公司

190 大姚县石羊镇土枧槽小学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土枧

槽小学	
叶玲、陈强 中智沈阳公司

191 大姚县石羊镇坟箐小学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坟箐村委会

坟箐村	
李时实、田雨、何霄 中智沈阳公司

192 大姚县石羊镇潘家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清河村委会潘家村	 曹丹楠、赵健含、孙丽娜 中智沈阳公司
193 大姚县石羊镇郭家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郭家村委会	 魏祯、窦博宇、祖晓丹 中智沈阳公司

194 大姚县石羊镇永丰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永丰村委会	

刘青青、李时实、田雨、何霄
、曹丹楠、孙丽娜、魏祯、窦
博宇、刘青青、岳佳、张思琪

中智沈阳公司

195 大姚县石羊镇官庄小学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清河

村委会	
张晶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6 大姚县石羊镇叭腊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叭腊村委会小铺子

村	
张晶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7 大姚县石羊镇大中小学
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大中村委会

大村	
张晶、江勇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8 大姚县石羊镇拉乍么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拉乍么村委会七十

碑村	
江勇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9 大姚县石羊镇杨家箐小学
大姚县石羊镇杨家箐村委会杨家

箐村	
董蕾、夏伊人、郑伟民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大姚县新街镇小古衙村委会小竹

园村	
大姚县新街初级中学182

185

大姚县

13577832626李绍成

15393906917陈思银

15987861977张勇

大姚县石羊镇石羊村民委员会	大姚县石羊镇石羊完小



王澔、许祖义、高艳、张炳道
、胡鹏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王敏、茅思琦、陈俊、姜沙沙
、何清平、吕昱欣

中智江苏公司、中智四川公司

雷霖、刘霖、袁隽、郑建桥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姚臻祚、王山
上海中智科技应用发展有限公
司、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赖自坚、刘碧莹、杨长君、王
眉、黄舒文、梁晓宇、何蕴微
、邓卓瑩、谭静韵、刘玉仪、

李琪恩、梁淑贤、甄钰怡

中智广州公司

陈际、邹莉、谭雪春
中智上海公司、中智外企服务

分公司
203 大姚县三岔河镇格谷小学 大姚县三岔河镇格谷村委会下村	 谭葆菁 中智广州公司

204 大姚县三岔河镇新田小学
大姚县三岔河镇新田村委会新田

上村	
王娓娓 中智公司总部

205 大姚县三岔河镇他的么小学
大姚县三岔河镇他的么村委会他

的么村	
王丽君 中智公司总部

206 大姚县三岔河镇大松坪小学
云南省大姚县三岔河镇白泥田村

委会	
王辉 中智大连公司

王磊 中智大连公司
梁建华、杨慧超、黄俏丽、黄

英、邓国燕
中智广州公司广西分公司

张明明、王新、薛娜、李亚娜
、张雯洁、郭娜、师一、金延
英、李世凯、刘昕、黄秀斌、

中智青岛公司

208 大姚县三岔河镇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三岔河镇三岔河街区	 宋妮、林颖 中智大连公司
曾世武、汪学 中智大连公司

吴桂智 中智苏州公司
范新宇、栾芳、杨欣 中智大连公司

曾彦 中智四川公司
刘欣、李琳、赵俊萍、曲一菡
、管延凯、郑霞、李昭廷、张

中智青岛公司

刘俊、孙晓旭、李家海、张琦 中智大连公司
牛得草、胡蕊 中智四川公司

徐晓冬 中智公司总部

大姚县三岔河镇达么村委会	大姚县三岔河镇挪奈完小

云南省大姚县三岔河镇三岔河村

委会	
大姚县三岔河初级中学207

大姚县铁锁乡铁锁村委会东门一

社	

大姚县三台乡三台村委会过拉村	大姚县三台乡中心完小210

大姚县铁锁乡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

13638714166杨从云

15393906917陈思银

15887781116邱家东

13508783422李恒伟

201

大姚县三台乡三台社区过拉	大姚县三台综合初级中学211

大姚县石羊镇柳树村委会土摆窝

村	
大姚县石羊镇中学200

202

209

大姚县石羊镇石羊村委会	大姚县石羊镇中心幼儿园



马喜骏、谷宇、程成、李馨、
张东凯、赵柏云、傅伊茗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程功 中智公司总部

213 大姚县昙华乡中心幼儿园 大姚县昙华乡松子园	 张正良 13578491566
周丹阳、王颖、苑康、黄轶欣
、屈凡超、刘天宇、张辛茹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

卢琦、沈佳、王丽娜、杨国顺
、李君、李瑢瑢、艾磊、薛辰
清、胡晶晶、陈国栋、张璇

中智华中公司

朱岚 中智公司总部

李昌伟 13887892869大姚县湾碧乡湾碧社区	

大姚县三台乡三台社区过拉街	大姚县三台乡中心幼儿园212

大姚县

214 大姚县湾碧乡中心幼儿园

15887781116邱家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