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名单

会 长

王 荣 省政协主席

副会长

袁宝成 省政协副主席

吴伟鹏 省政协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傅 朗 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副会长

黎 静（女）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

名誉副会长

古润金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桂雄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泰国环球集团董事长

梁冠军 广州软件学院董事长、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张华荣 全国政协委员、华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刘绍喜 省工商联副主席、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秘书长

施志全 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副秘书长

周纪军 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秘书长、一级调研员

贺 宇（女）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陈志实 广东国联投资发展集团董事长

常务理事（共 55 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书琴（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王绍强 广东省美术馆馆长

巴 宇 省政协副秘书长

吕慧玲（女）银河娱乐集团董事

朱义坤 省政协常委、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朱拉伊 新南方集团董事长

伍守荣 省政协副秘书长

仲伟合 侨鑫集团联席总裁

任 飞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干部保健办主任

庄树俊 中山市政协主席

刘 莹（女）星海音乐厅主任

刘远炳 美林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继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安 然（女）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许嘉森 省政协委员、广州益善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孙 戈 广州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孙国萍（女）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苏忠阳 省政协委员、广州阿育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泽桦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志明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司总裁

李逢乐 镇安国际贸易（远东）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建山 惠州信兴荣电业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细平 省政协副秘书长

肖航夫 省政协副秘书长

岑 靖 省政协副秘书长

吴火豪 省政协常委、广东丽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 弘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张平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

张志兵 省政协常委、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总经理

张智强 广州市万家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剑 广东省人民医院办公室副主任

陈 擎 广州交响乐团团长

陈丹丹（女）省政协委员、经纬集团执行董事、中国海外投资年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伟蓉（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院长

陈维靖 德高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蔚嵘 广东中粤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佑钦 广东飞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林洪 深圳市金利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省国际商会副会长

侯建雄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胜宝 广东广播电视台对外交流部主任

施文照 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深圳京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莫志伟 省政协常委、澳门大益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徐家逊 广东大哥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泽伟 省政协常委、尚东控股董事局主席

郭基煇 省政协常委、香港新鸿基地产主席办公室特别助理

黄达智 香港镇泰集团首席执行官及执行董事

龚立强 广州关键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杏娟（女）中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副董事长

梁昭贤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鲁展雨 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谢建龙 深圳市杰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霍启山 省政协常委、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兼青委会副主席

霍震寰 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

戴德丰 省政协常委、四洲集团主席

魏 峻 广东省博物馆原馆长、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理事（共 20 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白续辉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维权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办公室副主任

刘力强 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张 玉（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张庆园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张荣幸 南方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委员、党政办主任



张振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

林伟农 广州其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季海军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金宏慧（女）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姜 安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贺恒芳 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莫景贺 广州世贸中心常务副主席

黄云静（女）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梁 川 省政协机关一级巡视员

覃大可 省政协港澳台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曾德明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游 江（女）广州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国际学院院长

谢学良（女）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廖鹏洲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魏先鹏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

监事会监事（共 3 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冠东 省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陈 明 省政协办公厅行政处处长

黎 琴（女）省政协办公厅人事处处长

个人会员（共 114 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凡 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广东粤剧院院长

王 欣 广州亦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策划

王 珺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王更辉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编委会副总编辑

王青西 韶关市政协主席、韶关市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王荣宝（女）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原副主任

方健宏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

叶文才 省政协常委、暨南大学副校长

丘志勇 阳江市政协主席、阳江市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丘树宏 中山市政协原主席

白 岚 省政协委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教授

冯少协 广东画院副院长

兰 芳（女）广东省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协会会长、广东省建筑装饰设计协会会长

史水汉 众爱健康管理集团创始人

吕远球（女）省政协机关二级巡视员

任海鹰（女）侨时代杂志社总编辑

全汉炎 广东省实验中学校长

庄汉文 省政协委员、暨南大学统战部部长

庄创业 香港青年促进会主席

刘小虹（女）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刘广平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原特派员

刘志明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研秘书

刘海陵 省政协委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羊城晚报社社长

关海涛 广州泛亚聚酯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镇业 香港德源娱乐制作公司董事总经理

许建华 省政协委员、省华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虹（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

李 瑾（女）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李小梅（女）东莞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李文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

李宁一（女）省文化厅文化交流合作处原调研员

李纪云 省政协机关二级巡视员

李远东 省政协委员、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书法院院长

李劲堃 省政协常委、省文联专职副主席、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李居仁 省政协委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澳门盛丰集团总经理

李洁军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社副总编辑

李淑勤（女）省政协常委、佛山粤剧传习所所长

李惠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外科主任

李楚源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严小明 原深圳市外办、侨办副主任

杨子春 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杨正喜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志明 潮州市政协原主席

杨晓光 佛山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肖明辉 广东南方燕岭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

肖海明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

肖海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吴 京（女）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惠侨医疗中心主任

吴武彬 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

吴培冠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企业管理系主任

余小波 广州亚洲之路俱乐部理事长

余学清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汪 冽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

张 华（女）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

张宇权 中山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丽萍（女）河源市政协原主席

张适安 广州市宗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志刚 乌干达天唐集团董事长、河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委员

张爱民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专业负责人

张 红（女）曼哈集团董事长

陈 丹 省总商会名誉会长、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一珠（女）省人大华侨民族宗教委原副主任

陈达灿 省中医院院长

陈伟胜 广州日报社编委、体育中心主任

陈林汉 省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陈建青 梅州市政协主席

陈洪辉 珠海市政协主席、珠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陈越华 省商务厅副厅长



陈澄民 揭阳市政协主席、揭阳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林 仪 《人民政协报》广东记者站站长

林 蓝（女）广东画院院长

林东亮 大大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加兴 南方医院原党委书记

林至颖 省政协委员、中国未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国贞 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罗 定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南方信息中心主任

罗伟其 省教育厅原厅长

周 薇（女）省社科院副院长

周立波 广州旅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伟万 江门市政协主席、江门市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郑徳珵 广东留学博士创业促进会会长

柯楚将 省政协机关二级巡视员

姚训琪 省政协委员、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党委书记

姚恒尹 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袁 丁 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涧清 广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原主任

徐友军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

徐建平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

徐建华（女）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凌 锋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高浩峰 广州得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 俊 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原主任

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

黄 玲（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黄美音（女）揭阳市外事局出国管理科科长

黄仁民 省政协委员、澳门人国际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达辉 云浮市政协主席、云浮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黄庆勇 省政协副秘书长

黄庆安 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

常晨光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院长

梁志强 清远市政协主席、清远市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蒋述卓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韩泽生（女）中山市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辉 明（女）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喻 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焦方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

曾颖如（女）省政协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谢泽生 汕头市政协主席、汕头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蒲若茜（女）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教授

廖京山 省政协港澳台委员会主任

谭 练（女）省政协委员、广东公正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熊志翔 佛山市政协主席、佛山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潘嘉俊 广东省文联原副巡视员、广东省美术协会原专职副主席

魏志江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行政负责人

海外理事（共 92 名，按国别顺序排列）：

一、亚洲（20 名）

张钦伟 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阿联酋金泰集团董事长、阿联酋中国批发城董事长

赵启平 菲华各界联合会副主席、菲律宾广东侨团总会名誉理事长

林登莱 菲华潮汕联乡会执行会长、潮汕青年商会会长、菲律宾国信集团董事总

经理

张莉莉（女）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副总会长、韩国诚信咨询服务公司代表

黄瑞华（女）柬埔寨港澳侨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柬埔寨制药厂董事总经理

丁扬岗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青年团团长、马来西亚三江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经理

洪来喜 马来西亚宗乡青慈善与教育基金会董事主席、优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黄小娟（女）马来西亚沙巴州广东同乡会馆联合会总会长、美嘉城集团总裁

黄汉良 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副主席、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华

丰行集团董事长

胡瑞连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修桐 缅甸广东工商总会副会长、比通昂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铭江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广东同乡会副会长、横滨华侨总会副会长、株式会社聘

珍楼总务部课长

郭 敏（女）在日音乐家协会会长、日本华侨华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会长

邝锦荣 泰国广肇商会创会会长、泰国泰中文化产业集团总裁

林楚钦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盐业发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崇通 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常务副会长、泰国华星电脑集团公司总裁

何国才 新加坡广东会馆会长、阳辉国际新加坡私营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江 睿 印尼巴厘岛文化桥梁三语学校董事长、先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晋德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副总主席、印尼巴厘客家乡亲会主席、德梅燕窝进出口

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陈仙根 越南 TD 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

二、非洲（12 名）

黎馨馨（女）埃及对外友好交流协会有限公司创办人、埃及中埃友谊促进会主席、香港

新生国际有限公司总裁

赵 科 津巴布韦华商联谊会秘书长

何 文 江 ( 肯 尼 亚 ) 东 非 广 东 同 乡 总 会 副 会 长 、 卢 旺 达 分 会 会 长 、

MARIDADITOURS&SAFARIS 董事

岑浩江 (肯尼亚)东非广东同乡总会会长、嘉乐斯酒店集团公司董事长

陈健江 马达加斯加顺德商会会长、塔马塔夫华侨总会副会长

刘 杰 马达加斯加中资企业协会会长、马中友协常务副会长、马达加斯加宏远集

团公司董事长

李基昌 毛里求斯国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里求斯中国文化友好协会会长

林金淡 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总会会长、林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玉玲（女）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会长、南非彩虹豪华旅行社董事长

吴少康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飞立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俊侨 塞舌尔中国友好协会会长



李维祥 赞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赞比亚维多利亚瀑布发展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

三、欧洲（29 名）

孙大文 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轻工

和食品学院教授

谭耀宏 奥地利奥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

杨仲行 比利时新生代文化协会会长、杨氏钻石有限公司董事长

招益华 波兰华侨华人联合会法人兼常务副会长、波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波兰丝绸之路基金会主席、波兰欧中发展集团董事长

李丽华（女）丹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丹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HealthyLifeDKApS 董事长

李 鹏 全德华商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新世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国英 德国广东商会会长、德国餐饮业集团总裁、康水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

吴武华 法国潮州会馆名誉会长、法国富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陈文雄 法国国会议员、巴黎 13 区副区长、法国嘉华集团总经理

黄学铭 法国 CARO 皮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华工商联合会荣誉会长

罗伟仁 芬兰华人联谊会会长、KrokodilOy 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仰杰 （荷属）圣马丁中文学校校长、华人会馆副会长

胡永较 荷兰中国商会副会长、荷兰胡氏集团行政总裁

熊国秀（女）欧洲华人华侨妇女联合总会主席、荷兰荷中商务文教交流协会会长、荷兰

ABC 国际商务公司总经理

李以森 中捷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捷克广东商会会长

关绍基 捷克华商联合会副会长、广东商会常务副会长、布拉格时报副社长

赵文生 挪威潮汕商会会长、挪威华人联谊总会执行会长、挪威海洋集团董事长

马丽梅（女）粤港澳联谊会副会长、中华圆梦（瞭望）海外文化传媒负责人、

葡新报负责人

李 强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葡萄牙正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晓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教授

梁豪创 西班牙广东（粤港澳）同乡总会会长、世力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释行鸿 禅武国际联盟会主席、匈牙利国家警察培训中心教官

吴锋雷 佛罗伦萨华人华侨商贸联谊会秘书长、意大利 GFC 公司董事长

蔡玉弟 意大利中国侨商会第一常务会长、意大利长江贸易公司董事长

潘韶峰 意大利佛罗伦萨华人华侨商贸联谊会事务副会长、意大利 New Look At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贞驹（女）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英国李贞驹律师事务所驻广州代表处董事长

吴克刚 英国英中商会会长、英国商会英中企业中心总裁

吴国强 英国中国国际交流总会会长、金门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亮 英国广东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

四、北美洲（15 名）

黄伟文 巴拿马华商总会会长、巴拿马龙宝集团董事长

岑高锋 多米尼加洪门致公总堂主席、鸿运面包有限公司董事长、

岑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君学 加拿大社区发展促进会会长、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荣誉主席



冯汝洁 温哥华潮州同乡会会长、加拿大潮商会执行会长

汤友志 加拿大洁能科技公司董事长、加中科技联盟共同主席

罗爱武 广东晨爱永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市侨联副主席

黄盾斌 东莞市江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加拿大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方伟侠 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

丘 曦 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会秘书长

李大西 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

陈 硕 中山大学北加州校友会创会会长

范 群 美国硅谷科技协会理事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副秘书长、

广州市威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若磐 美国埃默里大学首席研究员、广州瑞博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刘定权 美国国家水墨画协会副主席、美国夏威夷天墨居艺术廊经营者、美术家

张铁流 美中广东商会会长、美国凯胜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冯淦华 美国金诚风险投资财务公司董事长

甄英伟 墨西哥西北地区华商总会会长、zhencali 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五、南美洲（5名）

罗满志 巴拉圭南美华人联谊会会长、南美新江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创新 巴西华人协会常务会长、巴西广东同乡总会名誉会长、

巴西快活鲜水产公司董事

潘坤平 厄瓜多尔华侨华人联合会荣誉会长、鸿泰进出口公司董事长

冯永贤 委内瑞拉中华工商联合总会主席

胡金维 智利智京中华会馆永久荣誉主席、智利新华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六、大洋洲（11 名）

刘 军 澳大利亚墨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 恂（女）澳大利亚潮青商会会长、DA 投资集团董事长

吴飞鹏 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澳华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翔辉 澳洲中华经贸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澳大利亚吴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

黄树樑 澳大利亚澳华会名誉会长、澳洲联邦卫生部药物管理局原首席药剂师

钱桂源 澳大利亚（西澳）广东同乡会暨广东总商会原会长

曾国平 中巴新友好协会名誉主席、PAPINDOTRADING COMPANY 董事总经理

赵 德 汤加广东同乡会会长、EMERALDCOMPANYLIMITED 董事长

陈耀镜 瓦努阿图中华总商会执行会长、瓦国维拉港中华公会秘书

余嘉顺 新西兰华人科学家协会主席、新西兰皇家科学院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

黄伟雄 新西兰中国商会副会长、新西兰商学院院长

张 勇 新西兰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新西兰华融集团公司总裁

单位会员（87 家）：

1.从事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42 家）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东省作家协会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广东省摄影家协会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

广东省曲艺家协会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

广东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

广东省旅游协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画院

广东进出口商会

广东国际商会

广州交响乐团

孙中山基金会

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省中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公共外交协会

珠海公共外交协会

汕头公共外交协会

佛山公共外交协会

韶关市公共外交协会

河源公共外交协会

惠州公共外交协会

东莞公共外交协会

中山市公共外交协会

江门市公共外交协会

湛江市公共外交协会

肇庆公共外交协会

清远市公共外交协会

潮州市公共外交协会

揭阳公共外交协会

云浮公共外交协会

惠州市惠阳区公共外交协会

2.从事对外交往研究的机构和高校（24 家）

广东省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汕头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星海音乐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深圳大学

五邑大学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

非洲研究学院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3.从事跨国经营和服务的企业（13 家）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华宝鞋业有限公司（华坚集团）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白天鹅宾馆

广州香格里拉酒店

广州亚洲之路俱乐部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4.开展对外宣传的媒体（8 家）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南方杂志社

南方新闻网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广东广播电视台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新华社广东分社

广州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