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处 服务队 职务 姓名

陈淳

傅穗文

詹晓阳

郑仕荣
李小华

钟小英

谭德球
郑子殷

杨学云

姚远（停权）

吴献忠

吴强

百善 主任/当然成员 夏远林

绿洲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黄剑飞（黄重霖）

火天丰德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阎志斌

善缘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杨小清

振华 秘书长/当然成员 李秋红（李敏）

心灵 财务长/当然成员 谢先娟

心源 法务长/当然成员 魏龙

长缘 办公会议成员 张建

明泽 办公会议成员 李兵

广美 办公会议成员 李国群

莞邑高尔夫 办公会议成员 石维竹（停权）

同德 办公会议成员 牟亚猛

启晨 办公会议成员 陈舜儒

广美 办公会议成员 罗明昌

福慧 办公会议成员 周平耀

绿洲 办公会议成员 黄永红

和谐 办公会议成员 曹金水

家缘 办公会议成员 温德平

丰泽 办公会议成员 谭锦泉

广顺 办公会议成员 王君萍

家缘 办公会议成员 王清明

莞邑高尔夫 办公会议成员 区浩景

福慧 办公会议成员 尹爱芳

知行 办公会议成员 卢巨良

同德 办公会议成员 帅平

彩虹 办公会议成员 张珊美（张晓群）

松山湖 办公会议成员 钟焕文

和谐健康 办公会议成员 唐沣

百善 监事会议成员 叶建仁

旗峰 监事会议成员 申卫都

倾诚 监事会议成员 麦国祥

百善 监事会议成员 李世哲

虎英 监事会议成员 曾海鹰

彩虹 监事会议成员 潘育辉

慈航 主任/当然成员 路强

高尔夫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谭德球

钟爱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张雷

当然理事

当然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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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晏锋

金沙 秘书长/当然成员 欧阳凤香

钻石 财务长/当然成员 司徒映

中心 法务长/当然成员 冯君琪

正德 纠察长 刘锋

金狮 办公会议成员 叶兆满

钟爱 办公会议成员 刘义

中心 办公会议成员 陈海燕

高尔夫 办公会议成员 王益雪（王茜）

中心 办公会议成员 尹正茂

龙珠 办公会议成员 张邵勋

天亮 办公会议成员 麦瑞红

德心 办公会议成员 杨运明

中心 办公会议成员 陈坚梁

正德 办公会议成员 黄子玲

钻石 监事长 黄乃钊

手牵手 监事会议成员 刘永光

金狮 监事会议成员 李伟

善爱 监事会议成员 陈阳德

天亮 监事会议成员 陈健良

铭恩 监事会议成员 洪大弟

慈航 监事会议成员 董良雄

北部湾 主任/当然成员 黄莹

汇爱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尹素云

星愿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柯红玲

乐善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许海辉

博研 秘书长/当然成员 方曼

汇爱 财务长/当然成员 尹丽芳

粤爱 法务长/当然成员 张清华

慈爱 纠察长 谢兴盛

博爱 办公会议成员 张乐

梧桐 办公会议成员 陈玉桐（陈静）

同心 办公会议成员 龙伟雄

汇爱 办公会议成员 邱军

白云 办公会议成员 何朝

北部湾 办公会议成员 陈振武

鹤舞 办公会议成员 吴锋

北部湾 办公会议成员 谭铭洋

蓝天 监事长 朴永忠

中大华商 监事会议成员 冯洪刚

开心 监事会议成员 吴文通

同心 监事会议成员 罗笑英

北部湾 监事会议成员 胡广平

白云 监事会议成员 谢明

华森 主任/当然成员 冯汝华

光大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陈晓忠

正和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梁敏宁

四季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吴奕明

橙光 秘书长/当然成员 吴雪娟

华文 财务长/当然成员 郑雯雯

粤爱 法务长/当然成员 向华友

正道 纠察长 黄俊杰

橙光 办公会议成员 但艾玲

生命之光 办公会议成员 陈就祥

广州第一代表处

广州第二代表处



华森 办公会议成员 林晓龙（辞退）

生命动力 办公会议成员 陆鹏毅

和道 办公会议成员 曹瑞常

晨曦 办公会议成员 梁炽锋

嘉德 办公会议成员 谢磊

粤旗 办公会议成员 何伟红

阳光天使 办公会议成员 陈武雄

粤梦 办公会议成员 陈震东

星海 办公会议成员 钟高见

粤爱 监事长 马洁贞

扬帆 监事会议成员 刁绍谋

爱阳光 监事会议成员 龙锦强

阳光天使 监事会议成员 巫锐军

粤合 监事会议成员 李维坚

光大 监事会议成员 岑镜辉

华森 监事会议成员 蔡琼三

有为 主任/当然成员 邓乃根

飞鸿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李建军

雄鹰高尔夫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刘金妮

狮山 秘书长/当然成员 胡展超

恒顺 财务长/当然成员 吴雪芬

同济 法务长/当然成员 冼璈隆

狮山 纠察长 李流泉

顺和 办公会议成员 孔梦文

德爱 办公会议成员 梁见坤

明德 办公会议成员 林斌

德爱 办公会议成员 周柳欢

飞鸿 办公会议成员 黎杰广

德善 办公会议成员 伍叶阳(伍思红）

德爱 办公会议成员 张一雄（辞退）

飞鸿 办公会议成员 陈显棋

粤亮 办公会议成员 梁永安

同济 办公会议成员 廖建伟

粤亮 办公会议成员 曾达敏

明德 监事会议成员 尤雄东（尤洪东）

狮山 监事会议成员 卢艺

万安 监事会议成员 关掌明

粤亮 监事会议成员 李旭东

有为 监事会议成员 陈荣瑞

合心 监事会议成员 黄舟

九洲 主任/当然成员 林育宏

助飞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谢文欢

九洲 秘书长/当然成员 方章伟

助飞 财务长/当然成员 刘金莲

明珠 法务长/当然成员 郭青龙

明珠 纠察长 赵凤英

九洲 办公会议成员 李兰海

容大 监事会议成员 吴玲

九洲 监事会议成员 苏镇州

九洲 监事会议成员 黄永洪

岐江 主任/当然成员 潘伟科

芙蓉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周恩泽

香山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彭光明

养心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李勇

广州第三代表处

佛山代表处

珠海代表处



朝阳 秘书长/当然成员 刘平

英雄 财务长/当然成员 周彩燕

香山 法务长/当然成员 徐周生

香山 纠察长 徐济洪

雅媛 办公会议成员 王奕方

香江 办公会议成员 龙英

芙蓉 办公会议成员 翟志明

良都 监事会议成员 冯浩宇

香山 监事会议成员 杨贤云

灯都 监事会议成员 黄权国

隆都 监事会议成员 曾景华

华贤 主任/当然成员 容少坚（容麟）

幸福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范昱钊

聚贤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金燕华

华贤 秘书长/当然成员 凌伟光

星火 财务长/当然成员 马瑞泽

砚都 法务长/当然成员 姚冠旺

幸福 纠察长 龙长雄

聚贤 办公会议成员 梁燕娴

华贤 办公会议成员 谢玲

幸福 监事会议成员 许静

中江 主任/当然成员 邹新龙

唐人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盛振红

铁夫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钟达荣

唐人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赵汝顺

铁夫 秘书长/当然成员 冯均荣

铁夫 财务长/当然成员 宁美英

唐人 法务长/纠察长/当然成员 阳帆

中江 办公会议成员 徐焕建

铁夫 监事会议成员 温雪芬

中江 监事会议成员 廖树生

客家 主任/当然成员 邝正生

东江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叶焕荣

万绿湖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叶树勇

槎城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叶伟强

槎城 秘书长/当然成员 朱宇波

东江 财务长/当然成员 刘云

槎城 法务长/当然成员 李炎炎（停权）

万绿湖 纠察长 曾永光

槎城 办公会议成员 刘东斌

东江 办公会议成员 李武

万绿湖 办公会议成员 蒋孝刚

东江 办公会议成员 古伟亮

善行 办公会议成员 刘新青

同行 办公会议成员 钟国英

汇龙 办公会议成员 钟基广（停权）

客家 办公会议成员 黄志平

槎城 监事会议成员 邹道勇（离世）

善行 监事会议成员 古永雄

万绿湖 监事会议成员 张俊生

万绿湖 监事会议成员 侯文奎

朝晖 主任/当然成员 林园愿

阳光健康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黄芪

罗浮山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张继阳

肇庆代表处

江门代表处

河源代表处

中山代表处



朝晖 秘书长/当然成员 谭义民

罗浮山 财务长/当然成员 谢智敏

龙城 法务长/当然成员 纪雪雄

太阳 纠察长 朱伟娴

太阳 办公会议成员 黄明忠

朝晖 办公会议成员 叶立坚

太阳 监事会议成员 陈孟娣

嘉应 主任/当然成员 刘雪辉

围龙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谢胜华

虎山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黄永龙

客都 秘书长/当然成员 钟正宇

嘉应 财务长/当然成员 廖俊媚

美业 法务长/当然成员 梁昌剑

围龙 办公会议成员 刘开荣

客都 办公会议成员 杨庆雄

嘉应 办公会议成员 谢龙章

齐昌 办公会议成员 刘远辉

客都 办公会议成员 陈剑峰

嘉应 监事会议成员 曾平山

齐昌 监事会议成员 刘文

美业 监事会议成员 罗金鹏

善心 主任/当然成员 李延兴

练江 上届主任/当然成员 郑仕荣

练江 第一副主任/当然成员 郑金道

红头船 第二副主任/当然成员 蔡贤锐

练江 秘书长/当然成员 方耀忠

善心 财务长/当然成员 池丽玫

潮善 法务长/当然成员 罗顺胜

潮青 纠察长 黄创杰（黄德奇）

初心 办公会议成员 刘俊伟

潮青 办公会议成员 郭勇标

练江 监事会议成员 林泽坚

练江 监事会议成员 欧阳壮辉

初心 监事会议成员 蔡东生

善心 监事会议成员 张漩

梅州代表处

汕头代表处

惠州代表处

备注：1、本会当届当然理监事成员，所属代表处当届的办公会议及监事会议成员，不占
所属服务队会员代表名额，被停权、辞退及非现本会会籍的除外。
2、以上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