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关于表彰

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

(2016 年 6 月 28 日)

近年来, 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贴省委、 省

政府工作大局, 突出服务中心、 建设队伍核心任务, 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 探索融合式机关党建方法路径,

有力地推进了省直机关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

设、 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领导

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时代风采

和精神风貌。 在纪念建党 95 周年之际, 为表彰先进, 弘

扬正气, 树立标杆, 省直机关工委决定, 授予大铲海关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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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等 150 个集体 “先进基层党组织冶 称号, 授予陈伟建等

120 名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冶 称号, 授予刘益明等 120 名

同志 “优秀党务工作者冶 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 谦虚

谨慎, 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向受

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学习,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增强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努

力在推动发展、 服务群众、 凝聚人心、 促进和谐中开创各

项工作新局面。 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为榜样, 加强学习、 为民

服务、 敢于担当、 无私奉献, 努力作高举伟大旗帜、 坚定

理想信念的表率, 作融入中心任务、 促进广东发展的表

率, 作践行党的宗旨、 联系服务群众的表率, 作锐意改革

创新、 永葆先进本色的表率。

省直机关工委号召, 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

党员,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 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

想、 武装头脑、 指导行动, 坚持学在深处、 谋在新处、 干

在实处, 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贯彻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 努力实现我省 “三个定位、 两个率先冶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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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拓进取、 奋力拼搏、 建功立业! (不另行文)

附件: 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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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先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

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名单

一、 先进基层党组织 (150 个)

省纪委组织部党支部

省委机要局通信报务处党支部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党支部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党支部

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党支部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党支部

省委统战部办公室党支部

省直机关纪工委审理室党支部

省老干部大学党总支

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党支部

省法院审监一庭党支部

广州海事法院海事庭党支部

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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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工业园区处党支部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党支部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第三党支部

省民族宗教委办公室党支部

省公安厅禁毒局党支部

省国家安全厅 1 个: 名单略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党支部

省女子监狱九监区党支部

省财政厅办公室党支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党支部

省国土资源厅执法监察局党支部

省环境保护厅环监局第一党支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乡规划处党支部

省交通运输厅基建管理处党支部

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第二党支部

省动物卫生监督总所党支部

省林业厅营林处党支部

省自贸办政策法规处党支部

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党支部

省职业病防治院海康医务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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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审计厅综合计划处党支部

省对外友好协会办公室党支部

省地税局办公室党支部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处党支部

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田径项目管理中心党支部

省统计局综合处党支部

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党支部

省海洋与渔业局海警 3112 船党支部

省安全监管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处党支部

省知识产权局办公 (人事) 室党支部

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党支部

省法制办行政法制处党支部

省侨办离退休人员党支部

省港澳办机关党委办公室党支部

省金融办地方金融发展处党支部

省一 0 一工程管理处广州片党支部

中科院矿物学与成矿学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省测试分析研究所第九党支部

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党支部

省农科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第一科研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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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档案局 (馆) 保管利用部党支部

省方志馆党支部

省政府采购中心第二党支部

省代建局计划财务部党支部

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地质找矿中心党支部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干部监督处党支部

大铲海关党委

黄埔海关驻广州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

财政部驻广东专员办办公室党支部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农业调查处党支部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检疫监管处党支部

省国税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党支部

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党支部

省邮政管理局办公室党支部

广东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五三处物管安保党支部

中央政府驻港办广东联络部离休党支部

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海警 3301 船党支部

省总工会办公室党支部

团省委组织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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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残联教育就业部党支部

省侨联办公室党支部

省社科联组织人事部党支部

省文联直属机关在职第一党支部

省民营企业投诉中心党支部

广东科学馆党支部

省作协人事部党支部

省贸促会信息部党支部

省红十字会办公室和社会筹资部党支部

省公安消防总队肇庆支队四会中队党支部

南方日报时政新闻部党支部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群部 (纪检监察室) 党支部

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 干部教育学院党支部

广东警官学院公共管理系党总支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机关第一党支部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党支部

广东海事局广州航标处业务党支部

省地震工程勘测中心、 工程防震研究院第一党支部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党支部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第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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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勘查技术方法所党支部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党总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军工第一事业部党支部

南海水产研究所办公室 (党务与监审处) 党支部

珠江水产研究所第五党支部

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审图党支部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 “华海龙冶 轮党支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协广东中心电学发明审查部党总支

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安全监察处党支部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综合办公室党支部

省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党支部

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第三党支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党支部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 有限公司党支部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江支行党支部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第四党支部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

广东威雅光电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

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物业联合党支部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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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电网运检分公司党支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莞市城区支行党支部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工程管理中心党支部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市场部党支部

中国联通广州市分公司第三党支部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船员管理部永盛轮党支部

广州海运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

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机关党委联合第二党支部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浚海 5 党支部

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经理部党支部

中交四航设计院港航事业部党总支

中国航空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沥青业务板块党支部

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船海部党总支

广东北方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党支部

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公用工程部二横班党支部

中国石化销售广东石油仓储分公司黄埔油库党支部

中海油服油田生产事业部深圳作业公司党总支

中国石化销售华南分公司深圳管理处党总支

中国石油广东东莞销售公司合禾加油站党支部

中国建筑四局珠海分公司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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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密封所党支部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第五党支部

中国图书进出口广州公司管理党支部

中央储备粮茂名直属库党总支

广州石油培训中心信息管理部党支部

广州保利城改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新星石油广州有限公司基地和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党总支

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中电投南方电力有限公司徐闻风电党支部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发计党支部

中国石油华南化工销售公司人事处 (党委组织部) 党支部

国电广东电力有限公司机关第一党支部

广东科诺勘测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中国能建广电工程局第一分公司党支部

中国能建广东火电阳江常规岛项目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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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优秀共产党员 (120 名)

潘秋明摇 摇 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科员

胡摇 健 省信访局来访接待处主任科员

樊仙尹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副处长

史丽群(女) 省人大办公厅接待处职工

刘力强 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陈摇 飞 省委宣传部研究室副主任

刘摇 伟 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科员

陈炳文 省直机关工委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劳摇 洁(女) 省编办办公室副调研员

陈国治 省委台办经济处副主任科员

张晚香(女) 省干部疗养院疗养服务科科长

闵摇 睿(女) 省法院环资庭主审法官

严摇 然 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科长

陈伟健 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主任科员

杨摇 阳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营经济处主任科员

区湛生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调研员

郭秀强 省科技厅高新处副主任科员

—21—



周摇 双(女) 省民族宗教委政策法规处管理岗八级职员

徐文立 省公安厅技侦局二科科长

李摇 敏 省公安厅警卫局办公室参谋(正营职)

省国家安全厅 1 名:名单略

周志伟 省第二荣军医院中医师

江象郁 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矫治室科员

罗摇 睿(女) 省财政厅预算处、预算编审处处长

张旭创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事处主任科员

陈厚松 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处长

卢摇 强(女) 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副主任

曾摇 林 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省公路管理局主任

科员

黄智敏 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胡学冬 省农业厅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副处长

曾伟才 省林业厅森林防火办公室主任

李勇毅 省商务厅贸易促进处处长

姚摇 翔 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主任科员

邓惠鸿(女)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陈文闻(女) 省审计厅办公室主任科员

张云锐 省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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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燕妮(女) 省工商局办公室副主任

庞大春 省质监局质量发展处处长

尹怡然(女) 省知识产权局协调与合作处副研究员

东摇 田(女) 省旅游局市场开发处处长

卢瑞生 省法制办依法行政指导处主任科员

周摇 毅 省港澳办综合处副处长

李伟松 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所长

李海春(女) 省参事室(文史馆)调研员

段学武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农业及资源植物研究中心

研究员

刘承帅 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污染控制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

丘摇 杉 省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传国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胡嘉贤(女) 省档案局(馆)技术处主任科员

石仁彬 省水文地质大队副科级干部

李摇 莹 省核工业地质局档案馆科技情报室主任

黄祖活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

陈炫志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三科主任科员

周摇 浩 东莞海关统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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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有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服务业调查处副主

任科员

周新旺 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电检验处主任科员

兼副科长

陈幼抄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洲头嘴边检站五队

主任科员

廖摇 俊 省国税局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

杨加恩 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海警 3412 船船长

王俊才 省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主任科员

黄建平 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

黄摇 颖(女) 省科普中心活动展览部副部长

曹摇 晖 省贸促会办公室副主任

张志添 湛江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助理

田东江 南方日报社编委、理论评论部主任

林摇 盛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办公室(党办)秘书科科长

毛一竹(女) 新华社广东分社时政新闻部主任

蒋小兵 广东警官学院警务指挥战术系战术教研室副

教授

李秀平(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热作系副研究员

黄升斌 交通部珠江航务管理局运输管理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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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利 中国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海巡 31 船船长

李摇 敬 省地震局新丰江中心地震台副台长

谭浩波 省生态气象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史华良 广东煤炭地质局勘查院助理工程师

陈义强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项目负责人

林黑着 南海水产研究所深圳试验基地主任、研究员

谢摇 诤 珠江水产研究所工会副主席

海摇 景(女)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摇 刚 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验船师、高级工程师

赖志兴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救助船队船长

钟松民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海洋工程处“南天龙冶

船工程总监

张摇 奇 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主任科员

陈摇 倩(女)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银行部对公客户经理

黄伟锋 遂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附城信用社主任

周摇 军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胜荣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玉珺(女)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编务室主任

赵方宇 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文鑫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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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部配网自动化组组长

陈学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广州邮区中心局广

州汽车队驾驶员

黎卫晶(女) 广东广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人力资源部经理

周珂加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南方基地客户服务中心互

联网服务室经理

闻摇 屏(女) 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战略客户部总经理

张玉田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船长

曾俊华 中海油轮运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船舶机工长

骆摇 焕 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船务部经理助理

黄永强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力龙轮船长

陈胜楠 中交四航局蒙内铁路项目经理部经理助理兼

计合部长

姚紫涵 中交四航设计院工程管理事业部综合管理中

心经理、高级项目经理

卢淑霞(女) 广州造船厂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幼儿园园长

马燕萍(女) 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检验中心第三化验室班长

彭健才 中国石化销售广东石油仓储分公司纪检监察

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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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登峰 中海油销售东莞储运有限公司操作工

许少新 中国石化销售华南分公司经营管理处处长

冯彦韬 中国石油广东广州销售分公司仓头加油站经理

付金腾 中国建筑四局华东分公司海外事业部党支部

书记

苏少锐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冯摇 伟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设备润滑与检

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吴松卿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院资产财务部主任

梁红强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工程设计

所工程师

刘百灵(女) 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朱华贵 国药控股东莞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惠州有限公

司总经理

肖斌涛 广州石油培训中心 HSE 教研室主任

刘传宝 中电投南方电力有限公司工程部高级主管

毕于恒 华电国际深圳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陈摇 晖 中国石油华南化工销售公司仓储配送处处长

佘摇 茹(女) 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市场中心总监

谢荣坤 中国能建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电网工程公

—81—



司总经理

汤嘉绪 中国能建广电工程局滑模分公司副总经理兼

项目经理

党摇 伟 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

经理,粤科港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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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党务工作者(120 名)

李摇 洋 省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党支部组织委员、正处

级副主任

梁洪均 省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邓武林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纪委副书记、政务信息处党

支部书记、处长

张文青(女) 省人大机关党委委员、环资委党支部副书记、

办公室主任

巴摇 宇 省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党办主任

肖海明 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曹华安 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周摇 密 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科员

罗英桓 省编办秘书处(机关党办)党支部书记、处长

袁汉生 省委台办人事处(机关党办)副处长

易摇 立(女) 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陈洪浩 省法院机关干部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潘冠冲 广州海事法院政治部副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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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丙友 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魏以军 省发展改革委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人事处党支

部书记、处长

蒋蒲生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党办主任

朱俊文 省教育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宋晓阳(女) 广东科学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

全满江 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白云机场北区派出所党

支部副书记、教导员

李建民 省公安厅警卫局后勤处政治协理员、副处长

(正团)

省国家安全厅 1 名:名单略

王玉明 省民政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调研员

余利兵 省司法厅政治部组织教育处主任科员

黄志伟 省财政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陈钰珊(女)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

室主任科员

李俊亭 省国土资源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黄摇 惠 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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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耿辉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处党支部书记、

处长

廖摇 毅 广州航道局党组成员、党总支书记、调研员

简觉钦 省水文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刘益明 省农业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郑辉明 省林业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调研员

冯精政 省商务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邓盛全 省文化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黄焕雷 省人民医院心外科第一党支部书记、心外成人

一区行政副主任

温国强 省审计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

书记、党办主任

蒋振钦 省外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钟文锋 省地税局人事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周摇 卿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党办主任

邓见新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党办主任

方光明 省工商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袁摇 华 省海洋与渔业局海警 3112 船党支部书记、轮

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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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鉴锋 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陈勋惠 省安全监管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

纪委书记

易艺玲(女) 省侨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调研员

许志泽 省金融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曾志柏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郭摇 震 中科院广州分院党群工作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刘少谋 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党

委书记

王富华 省农科院农产品公共监测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邱家秋 省地方志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

记

徐正刚 省地质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刘巧云(女) 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一大队党委办公室副主

任(主持工作)

方摇 平(女) 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党政办副主任

伍腾飞 广州海关政工办副科长

魏明华 黄埔海关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政治部副

主任

蔡摇 纯(女)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安全监管处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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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记、处长

杜舜华(女)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云边检站八队党

支部书记、队长

黄摇 永 省国税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胡先桃(女)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东分

中心办公室党支部宣传委员、主任科员

谢远康 广东储备物资管理局直属机关纪委书记、第一

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

黄卫东 中央政府驻港办广东联络部直属机关党委副

书记、党办主任

肖庭勇 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海警 3303 船党支部书

记、政委

谢岩梅(女) 省总工会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任

李学龙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黄寿恒 省社科联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王摇 永 省文联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美术书法摄影工

作部主任

伍洁星 省工商联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郭旭明 梅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政治处组干科党支部书

记、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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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华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党

群工作部副主任

陈先锋 新华社广东分社机关党委委员、六级职员(副

处级)

古 摇 斌 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干部教育学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

高耀志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党总支书记、

主任

何建波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办公室(党

办)副主任兼纪检监察室主任

庄儒仲 交通部珠江航务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党工部主任

沈海防 广东海事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黎摇 萍(女)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叶志群(女)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政工处高级经理

胡湘洪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可靠性与环

境工程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洪舜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离退休党

总支书记

郭摇 梅(女)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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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科员

方振华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应急反应救助队党支

部书记、队长

方伟喜 省委农办机关党委委员、秘书处党支部书记、

处长

潘摇 华(女) 广发银行人力资源部组织建设处主管

邱爱昌 韶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陈泽专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风险

管控部总经理

田晓波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

范摇 邈(女) 广东省出版集团纪委副书记、党群人事部主任

黄晓玲(女) 广东省个体私营企业党委办公室主任

赵摇 军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党建

工作部主任

张英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分行机关党委书记、副

行长兼前海分行行长

彭穗香(女) 中国电信广东互联网业务事业部党群工作部

主任

陈子瑜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人力资源部党支部书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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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郑文生 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党群

工作部主任

田摇 波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船员管理部船舶政委

谢金益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武

装部部长

李家柏 深圳中远物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傅伟荣 中交广州航道局交建工程分公司项目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经理

唐三波 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经理部

党支部书记

陈桂莲(女) 中交四航设计院纪检监察处处长、审计处处长

卢学府 广州船舶工业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审计部主任

赵光辉 中国航空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机电业务板块党

支部书记、公司专务

许洪涛 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化工二部党总支副书记

兼工会主席

林仲明 中国海油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周文华(女) 中国石化销售华南分公司人力资源处(组织

部)处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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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摇 鸥(女) 中国建筑四局华南分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钱祯祺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办主任、工会

主席

谭海林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办公室党支部

书记、主任

黄汉成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院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

王津武 中储粮广州分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党群监察

处处长

王摇 倩(女)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监

察室主任

涂志鸿 新星石油广州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党群工作

部主任

邱丹芬(女)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南方分公司政工部副经理

张希明 中电投南方电力有限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政

工部(工会办)主任

周代辉(女) 大唐广东分公司机关党委委员、思想政治工作

部主任

刘雄兵 国电广东电力有限公司政工监察审计部高级

主管

陈海生 广东华兴银行佛山分行党委委员、党委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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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长助理

李煜东 中国能建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发电工程公

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

邝新华 中国能建广电工程局第四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副总经理

雷倩贞(女)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行

政综合部副总经理、监察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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