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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外联谊会第七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共 443 名）

一、会长

五、理事（共 323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林洁（女）

刁东风 于秀峰 马廷强 马家慧（女） 马楚力 马楚邦 马锡裕 云海清
区绮文（女） 孔美琪（女） 文汉根 方舟 方小恒（女） 方洪杰 王江
王卓（女） 王禹 王小沁（女） 王小燕（女） 王明涛 王健华 王联章
王新友 贝钧奇 邓长政 冯月秋（女） 卢政群 卢鼎儒 卢锦钦 叶兆丰
叶向扬 甘亮明 田玉萍（女） 任俐敏 伍国伟 伍致丰 伍焕杰 关炜楠
刘孛 刘芳（女） 刘宾 刘毅 刘子龙 刘伟林 刘红英（女） 刘启升
刘志雄 刘卓华 刘建均 刘诗韵（女） 刘信通 刘根森 刘海洋 刘朝霞（女）
吕勇 孙湧 孙天璐（女） 孙荣亨 孙荣聪 孙燕华（女） 庄嘉 庄小雄
庄伟祥 朱琦 朱小萍（女） 朱文豪 朱晓毅 朱浴龙 朱铭江 朱鼎耀
江健辉 江展威 纪力驹 纪宽乐 许汉忠 许兆康 许坚真（女） 许岳麟
许锦光 严子杰 何汉辉 何伟权 何志强 何荣桦 何彩梅（女） 何富强
何棉生 何超盈（女） 何凝莹（女） 余玉莹（女） 利琪珍（女） 劳长石
吴刘菊兰（女） 吴邦兴 吴周仁 吴学明 吴俊华（女）
吴能彬 吴港平
吴联喜 宋康乔 张华 张怡（女） 张杰 张维 张力平 张双有 张志伟
张志聪 张宗炜 张炎锦 张经平 张诗培（女） 张彦南 张展豪 张晓君
张海波 张滨龙 张锦辉 忻贤雯（女） 李忠 李健 李圣根 李伟斌
李光龙 李旷怡 李国源 李居元 李茂水 李胜利 李培垭（女） 杜建廷
束建群 杨松 杨津 杨子江 杨艾琳（女） 杨政龙 杨海燕（女） 汪滔
汪义亮 汪之涵 沈慧林 沙胜昔 肖国伟 肖猷波 苏少彬 苏香玫（女）
苏振邦 邱华玮 邹刚 邹平学 陈宁 陈燚 陈子为 陈子健 陈少东
陈月明 陈汀洲 陈宇峯 陈志豪 陈沐文 陈咏娸（女） 陈炜国 陈细明
陈金燕（女） 陈春晖 陈贵和 陈展垣 陈清州 陈焕杰 陈智敏 陈道铭
陈楠生 陈锦通 陈鹏宇 陈嘉铭 陈镇成 陈灏斌 麦雄 麦灿枝 麦绮华（女）
卓旭光 周南 周万雄 周灿坤
周桃林 周惠仪（女） 孟韦豪 季霆刚
官剑雄 林劲 林源 林中贤 林文婷（女） 林玉堂 林伟敬 林宜龙
林界群 林展辉 林振伟 林晓辉 林晖翔 林淳汶 林源森 罗思（女）
罗光萍（女） 罗超西 范骏华 郑军 郑少伟 郑立晶 郑扬洁 郑克和
郑凯平 姚明礼 施华民 施欣铭 施荣忻 洪埠 洪为民 洪启辉 洪宏佳（女）
胡允革 蚁龙 赵文发
赵东平 赵志锠 赵泽森 钟淇 钟爵麟 饶永 倪木（女）
凌万义 夏国新 容思瀚 徐莹（女） 徐霞（女） 徐永安 徐伟军 徐兆儿（女）
徐先林 徐迪旻 涂尔帆 翁伟民 翁志明 翁肖尤（女） 聂竹青 袁亚康
贾圣媚（女） 贾西贝 陶建东 高俊雄 高洪星 屠方魁 戚丽玲（女） 梁震
梁玉鹏 梁江洲 梁达坚 梁国伟 梁建华 梁鸿生 梁镇东 盛司潼 萧联生
萧燕珍（女） 黄荔（女）
黄耿 黄一峰 黄文健
黄正顺 黄仲文 黄进佳
黄进辉 黄国胜 黄幸贤 黄绍武 黄健中 黄振良 黄颂良 黄基昌 黄焕锡
黄晶榕 黄煊勋 黄静怡（女） 黄静香（女） 黄德满 龚永德 曾胜 曾文兴
曾灯发 曾朝新 温月萍（女） 游忠惠（女） 董凤池 蒋婷（女） 蒋太鹏 谢丹丹（女）
谢学源 韩俊（女） 简汝谦 蒙美玲（女） 赖俊霖 路海军 廖启承 廖志仁
熊希 熊敏（女） 缪志威 蔡加怡（女） 蔡玉弟 蔡建立 蔡梓洋 蔡锦豪
谭智恒 谭镇国 潘国政 黎晋峰 薛峰 薛命侬 戴爱国 魏荧（女）

二、执行会长
张思民

三、副会长（共 56 名）
马勇智 蔡立（女）
马裕滨 王子建 唐向群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少福 马兴田 马鸿铭
孔庆旸 文沛荣 王岚（女）
王力平 王再兴 王红军
王明凡 邓清河 卢绍杰
关恩赐 印顺
孙蕴（女）
朱李月华（女） 江学院
吴换炎 张德熙 李华
李治民 李贤义 李桂雄
杜伟强 苏振声 邱达昌
陈红天 陈志列 陈显康
冼汉迪 周春玲（女） 林少毅
郑家成 施荣怀 赵利生
钟百胜 徐 航 涂辉龙
高云峰 梁满林 梁锡光
黄光苗 黄向墨 黄英豪
黄楚标 曾少强 蒋丽婉（女）
简松年 赖海民 翟美卿（女）
蔡加赞

四、常务理事
（共 58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伟武 刘科 刘国红
刘俊琳（女） 刘点点（女）
刘素俭（女） 庄陆坤 朱保国
朱颖恒 纪文凤（女） 许富贤
齐佳（女） 何桂铃（女）
吴少康 吴杰庄 吴南祥
吴崇豪 张明敏 李中
李子丰 李圣泼 李沛良
李国辉 杜家驹 陈丹丹（女）
陈云生 陈友平（女） 陈少青
陈立德 陈国雄 陈建强
陈钦鹏 陈晓非 林东亮
林克伦 林凯章 罗峥（女）
郑新强 俞大鹏 俞淇纲
姜红（女） 胡育青 侯海
唐汉隆 夏德鳌 徐扬生
莫静璇（女） 郭颂（女）
萧七妹（女） 黄健 黄世再
黄育存 彭长纬 董李 鲁夫
詹惠军 鲍晓晨 蔡加敏（女）

六、秘书长（１名）
黄剑峰

七、副秘书长（共 2 名）
幸坚坤 李晶晶（女） 邓柳胜

深圳海外联谊会第七届理事会名誉会长名单
（共 45 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午寿

马介璋

马有礼

王建旭 卢文瑞

刘长乐 刘汉铨 刘宇新 刘皇发 吕志和

孙启烈

许荣茂

余国春

无光正 张人龙

杨孙西 苏泽光 陆炳雄 陈永棋 陈友庆

陈香梅（女） 陈振东
高振顺

梁伯韬

周松岗 林光如 林树哲 罗叔清

梁冠军

谭惠珠（女） 谭锦球

萧树强 黄友嘉

施展熊

胡应湘

贺一诚

唐英年

蒙德扬 廖泽云 蔡志明 蔡冠深 谭伯源

谭耀宗 霍震寰 戴德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