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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公共外交协会第二届会员名单 
 

会长 

张元醒    江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副会长 

汤惠红(女) 江门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周  文    江门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机关二级巡视员 

陈耀华    江门市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陈耀华(兼) 江门市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主任 

副秘书长 

郑子晖    江门市政协副秘书长 

陈伟健    江门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机关三级主任

科员 

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雄    江门市政协专职常委，机关一级调研员 

冯  挺    江门市政协委员，广东华辉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江门市留学生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冯建华    江门市政协副秘书长 

刘健勇    江门市国际商会常务副会长、江门市中岸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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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嗣传 江门市政协常委，江门市新会紫云观任住持，江

门市道教协会会长 

杨学东 江门市政协常委，江门侨界青年联合会理事长、

香港汇东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艳(女)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物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广东安捷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招文娟(女) 江门市政协专职常委 

赵女乔(女) 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江门市卓晖建材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侯京新 江门市政协机关一级调研员 

凌玉堂 江门市总商会副会长、江门市凌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舒  毅 江门市政协委员，广东网商时代产业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门市科技企业孵化协会会长，

江门市安徽商会常务副会长 

谢俊波 江门市政协常委，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 、江门市潮

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江门荣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赖  杰 江门市民营企业投资商会常务副会长、江门市联

科电讯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健雄 江门市总商会副会长、江门市大丰行进出口有限

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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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冯妙妍(女) 江门市政协专职常委 

个人会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健富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委书

记、站长，一级高级警长 

王远胜 江门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蓬江区政协副主席 

区海熔(女) 江门市政协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 

左万里 江门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 

邝  宁 江门书法院院长、书法家协会国家级会员 

邝积康 江门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冯伟华 江门市政协委员，鹤山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刘学文 江门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关静萍(女) 新会区文化馆副馆长，新会区文广旅体局竞技体

育股负责人，中国侨联常委 

李宇明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党委书记 

李卓蔚 江门市政协委员，香港东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门富东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门市工商联常委 

李欣立 江门市委台港澳办主任（局长） 

李泽刚 江门市政协常委，广东天浪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翠叶(女) 五邑大学文学院院长 

杨伟鸿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鸿裕达电机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长，江门市工商联常委，江门市家用

电器进出口商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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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强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吴永芳(女) 江门市政协委员，恩平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何  腾 江门市政协委员，蓬江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邹德昌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张  华(女) 江门市政协委员，新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张  芳(女) 江门市政协委员，致公党江门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张  璐    江门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 

张杜明 江门市政协一级调研员 

陈  靖    江门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陈永源 江门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陈荣亲 江门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书法家协会国家级会员 

陈健威 江门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陈焯燕 江门市政协委员，顺德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陈瑞琪 江门市政协委员，台山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陈黎阳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珠峰摩托车有限公司董

事长，江门市工商联常委，江门市浙江商会会长 

陈壁光    江门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 

林国宁 江门市政协委员，开平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郑文辉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技师学院（市高级技工

学校）党委委员、副院长，挂任江门市侨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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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泽峰 江门市政协委员，广东明远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广东省侨联侨代会代表，恩平市工商联副

主席 

孟  伟(女) 江门市妇幼保健医院党委书记 

赵晓斌 江门市委外办主任（局长） 

钟国安 江门市委统战部联络科原四级调研员 

黄驱胜 江门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术家协会国家级会员 

黄健华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青联常委，北京广东五

邑侨乡海外联谊会秘书长，北京广东企业商会江

门分会秘书长 

黄德宗 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江门市绿源工业品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 

蒋益艺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五邑消防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新会区新阶联副会长 

韩志勇 江门市政协常委，江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蔡朝阳 江门市文化馆馆长 

谭自立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无线电监测站高级工程师 

谭金花(女) 江门市政协常委，开平市仓东文化遗产保育与发

展中心学术主管（“仓东计划”理念创始人），广

东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

会长 

谭健文(女)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门

市民族宗教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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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闯 江门市新社会组织团委书记、江门市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新闻中心播音主管 

名誉副会长（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玮麟 香港五邑总会常务理事，香港精博集团董事长、

开平精锐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云妮(女) 香港五邑总会副会长兼妇女事务委员会主任、澳

门江门同乡会副会长，香港永利投资集团总裁、

澳门永利国际地产董事总经理 

冯一丹 江门市政协常委、北京广东五邑海外联谊会常务

副会长、凯旋时代（北京）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 

刘心学 香港五邑总会副会长、香港安诺特国际有限公司

副总裁、江门市安诺特炊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金红 香港五邑总会副会长，江门市昌兴关爱慈善会会

长，江门市昌达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荣深 江门市政协委员、江门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江门市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佘英杰 江门市政协委员，香港世运线路板有限公司董事

长、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少清 江门市政协常委、澳门联络组组长，澳门江门同

乡会会长，澳门清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鹤山

市盈澳卫生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溥森 澳门江门同乡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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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爱平 江门市政协委员，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江门市科协科普基地法人代表，

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 

黄铣铭 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侨联常委、江门市工商

联副主席、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 

梁国继 香港五邑总会名誉顾问，江门市国翔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 

梁健强 江门市政协常委，深圳五邑商会副会长、深圳市

建威集董事长 

谭文超 江门市政协常委、香港联络组组长，香港五邑总

会理事长，广东泉林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黎荣添 澳门江门同乡会副会长，澳门德昌制衣厂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江门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特邀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序） 

冯广源 江门市侨商总会会长、香港利奥纸品印刷集团董

事、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朝盛 澳门江门商会会长，澳门新方盛集团董事长 

吴学智 市政协委员，香港五邑青年总会副会长，香港建

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

司总经理 

 



8 
 

吴慧君(女) 市政协委员，香港五邑青年总会会长、润成纺织

有限公司总监 

罗彩燕(女) 澳门立法会议员、工银澳门企业拓展总监 

郑安庭 省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 

胡智政 市政协委员，香港意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侯汉硕 市政协委员，香港五邑总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

江港青年促进交流会主席，中国银行（香港）有

限公司副人力资源经理 

夏俊英 澳门江门青年会会长、澳门江门同乡会理事长、

信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甄瑞权 省政协委员，澳门江门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澳

门东望洋集团董事长 

单位会员 

五邑大学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门市侨联 

江门市旅游行业协会 

江门五邑海外联谊会 

江门市侨商总会 

江门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江门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江门市青年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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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五邑妇女海内外联谊会 

江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江门市作家协会 

江门市音乐家协会 

江门市博物馆 

江门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