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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产生下列名单

会长
洪钢炉 海南陆侨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长
黄茂丰 钢联集团（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会长
刘荣杰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谢焕雄 海南炎陆集团有限公司
庄碧强 海南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沈炳锐 海南卓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黄明亮 海南中恒盛贸易有限公司
林庆寿 海口永兆基贸易有限公司
陈乙军 汕尾市仁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陈吉镇 儋州金通源实业有限公司
钟能钧 海南景鹏农业有限公司
庄焕源 海南中海辉煌集团有限公司
陈明镜 星合控股有限公司

副会长
王伟源 海南源泉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庄少建 海南众志富强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庄进展 海南桃源椿投资有限公司
庄牧群 海南富达濠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庄贵鹏 海南富通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李汉森 海南合展商贸有限公司
李进朝 海南炎陆集团有限公司
吴婵娟 海南惠华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陈明棠 海南定安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陈清琴 个人
陈超邦 海南华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林泽元 海南升丰科技有限公司
林桂全 海南荣程投资有限公司
林梓东 海口金昱贸易有限公司
林敬权 海口宝棋农业有限公司
郑色彬 海南粤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洪钢池 海南普恒高新农业有限公司
黄立宾 海口新建业贸易有限公司
黄伟鹏 儋州新州鑫隆建材店
黄志刚 海南大兴华贸易有限公司
黄应权 海南柯铭应发实业有限公司
黄荣阵 儋州易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理事会
王伟源 海南源泉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王凯荻 海口陆之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王梓霖 海南毅隆实业有限公司
叶 润 海南威伦时尚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叶嘉欣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庄 旺 海南大信实业有限公司
庄 淼 海南九鼎恒信有限公司
庄少定 海南省东方市展雄建材销售中心
庄少建 海南众志富强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庄少棠 海南泓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庄进展 海南桃源椿投资有限公司
庄牧群 海南富达濠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庄焕源 海南中海辉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庄贵鹏 海南富通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庄振标 个人
庄碧强 海南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庄耀行 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刘荣杰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许文填 海口美兰新忠文特产商行
许建静 三亚吉阳豪君商行
许绍异 海南置信贸易有限公司
许家浩 海南安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许雄立 中助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许镇快 陵水椰林高阳钢材经销部
李文贤 海南泓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李汉森 海南合展商贸有限公司
李进朝 海南炎陆集团有限公司
李庚炯 个人
李增坤 海南恒鑫丰实业有限公司
杨世光 海南快速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吴狄雄 海南华昊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吴海马 海口银大贸易有限公司
吴婵娟 海南惠华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邱志豪 海南星锅神餐饮有限公司
沈炳界 个人
沈炳锐 海南卓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义平 海口富通盛业钢铁有限公司
张义汉 昌江石碌情义皇冠酒店
张义赵 海南亿兆兴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张锦平 海南锦上添贸易有限公司
陈 钢 海南陵水荔香湾美食店
陈乙军 汕尾市仁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陈吉镇 儋州金通源实业有限公司
陈明棠 海南定安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陈莉菁 海口龙华品香源茶业店
陈清琴 个人
陈超邦 海南华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锡林 海口凯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林加播 海南裕隆显通实业有限公司
林庆寿 海口永兆基贸易有限公司
林壮森 海南新宝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林英勇 海南永丰达贸易有限公司
林国荣 海口龙华恒荣裕贸易商行
林泽元 海南升丰科技有限公司
林泽郡 个人
林桂全 海南荣程投资有限公司
林海山 海南集得源实业有限公司
林梓东 海口金昱贸易有限公司
林梓锰 海南中佰润实业有限公司
林雪团 海南创进嘉实业有限公司
林敬权 海口宝棋农业有限公司
罗思贤 海口华元通讯器材经销部
郑色彬 海南粤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郑得雄 海南景得实业有限公司
钟能钧 海南景鹏农业有限公司
洪启恩 海南诺尼实业有限公司
洪钢池 海南普恒高新农业有限公司
洪钢炉 海南陆侨集团有限公司
洪钢强 海南恒雍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洪慰东 海南鑫东恒贸易有限公司
钱志伟 海南永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郭小屏 海南欣欣达防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郭振潘 海口鑫恒盛贸易有限公司
黄立宾 海口新建业贸易有限公司
黄伟鹏 海南兴利贸易有限公司
黄军营 海南鑫鼎发贸易有限公司
黄志刚 海南大兴华贸易有限公司
黄志钏 海南恒钏实业有限公司
黄应权 海南柯铭应发实业有限公司
黄明亮 海南中恒盛贸易有限公司
黄荣阵 儋州易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桂筹 海口桂德建材有限公司
黄桔雄 海口声色数码有限公司
黄培坚 海南盛鸿鹏实业有限公司
黄惠利 海口利源物资有限公司
黄惠涛 海南国茂盛实业有限公司
程炳科 海南新宝岛投资有限公司
程辉锋 海南宝岛盛宏贸易有限公司
曾向妙 海口海得源贸易有限公司

谢焕雄 海南炎陆集团有限公司
谢锡明 澄迈菁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蔡伟飚 海口魅力火贸易有限公司
黄仕南 个人
陈建奋 个人

监事会

黄茂丰 钢联集团（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黄志镇 海南南风园食品进出口公司
沈炳兴 海南卓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林日益 海南富城亨投资有限公司
吴更茂 海南华昊置业有限公司

荣誉会长

钟声坚 仁恒置地集团
陈明镜 星合控股有限公司

名誉会长
刘志军 三亚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林 翀 联发手套厂有限公司(香港)
李介平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黎规群 黎志生 黄泽斌
陈永静 李允宝

秘书长
谢锡明 澄迈菁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秘书长
林壮森 海南新宝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常务副秘书长
吴婵娟 海南惠华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副秘书长
程 鹏

（排名不分先后）

热烈祝热烈祝贺贺
海南省汕尾商会海南省汕尾商会正式成立正式成立

凝聚乡情 服务会员 诚信敬业
共享资源 勇于创新 奉献社会

善美汕尾善美汕尾，，筑梦海南筑梦海南。。海南省汕尾商会将发扬汕尾人热心海南省汕尾商会将发扬汕尾人热心、、善心善心，，
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由贸易港建设，，促进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的发展，，推动海南推动海南、、汕尾两地合作发展汕尾两地合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