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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广大会员，选择我作为我们商会的第三任会长！感谢长期以
来关注、支持商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感恩商会全体会员多年来的努力与付出。

前人种得好大树！深圳市兴国商会自2014年10月16日注册成立以来，经过第一、二届领
导班子的辛勤经营和全体商会会员的努力，商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兴国籍企业家在深圳和
兴国也成了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群体。

我辈更需上层楼！作为商会会长，我感到光荣而神圣，更感到责任之重大。第三届兴国
商会将继续秉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服务会员单位，让兴国企业家在商会找到家的感
觉；不断壮大商会力量、让更多的优秀企业加入到商会里来；强化和政府的资源对接，强化
商会形象宣传、进一步扩大兴国商会的社会影响力。另外，我们将大力推动商会与兴国县政
府的招商合作，让商会企业能更多地参与到兴国县优质资源的投资开发中去；号召商会企业
加大反哺家乡建设的投资力度，带动更多的兴国企业家投入到家乡的全面振兴的伟大历史进
程当中去！

最好的时代，遇到最好的你！感恩相伴，合力前行，继往开来，共筑臻程。希望新老会
员凝心聚力，共同打造一个更具创造力、凝聚力与影响力的兴国商会！

继往开来·共筑臻程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 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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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下午三时，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会议在第二届常务副会长及换届工作委员会副
组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公司（大和丰中央厨房）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
有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会长肖和平、党员代表潘亮、钟建华、钟海华、赖智、黄甘霖、
钟坚文、叶玉明，入党积极分子刘国民共10位同志、商会秘书处人员李冬梅。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召开第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在第二届会
长钟辉红公司（龙光地产）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有第二届会长钟辉红，执行会长、第二
届换届工作委员会协助副组长钟海、监事长陈河军、副会长刘国民，常务副会长、第二
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组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第三届监事长候选人曾玉坤，第三
届常务副会长候选人曾凡博、钟海华、罗卿珊，第三届副会长候选人肖忠慰，第三届拟
任秘书长宋愈平。

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潋江镇党委书记曾春生、县商务局专业招
商3队队长赖文局、县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陈春贵、县委办干部李文
柱等一行来深走访我会会员企业及到访商会指导工作。我会参与此次活动的有会长钟
辉红、执行会长钟海、常务副会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监事长陈河军、常务副
会长钟建华 、副会长谢玉华、理事（第三届常务副会长候选人）钟海华 、理事温家强 、顾
问陈修烽、副秘书长欧阳瑞伟、谢芳腾、秘书处李冬梅。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0/11/28

2020/11/29

2020/12/03

兴国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兴国宾馆酒店圆满召开。我会
钟辉红会长被聘请为兴国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三届执委会名誉会长。我会执
行会长钟海代表商会参加了此次会议。

2020/12/08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理事会领导班子在商会办公室（福田区竹子林三路竹
盛花园三期裙楼201-D）召开了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换届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有第二届会长钟辉红，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执行会长、第二
届换届工作委员会协助副组长钟海，监事长陈河军，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张云朱，副会
长刘国民、谢玉华，常务副会长、第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组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
平，常务副会长、第三届执行会长候选人潘亮，第三届监事长候选人曾玉坤，第三届常
务副会长候选人钟海华、罗卿珊、姚声良，第三届副会长候选人肖忠慰、危先斌，秘书长
刘华，理事李爱民，第三届拟任秘书长宋愈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谢芳腾等秘书处人
员参加会议。

2020/12/12

下午，第三届执行会长潘亮一行5人走进商会副会长单位肖忠慰之企业“深圳市凯
思特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参观交流。我会随行人员有：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
罗卿珊、理事钟治新、秘书长宋愈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此次走访是自换届以来走访
的第一家企业。

上午，我会理事单位陈汉庚赣州首家以钻石世家定制为主题目的新店，在赣州万
象城【流光饰界】珠宝区盛大开业。

下午，商会荣誉秘书长萧文全老师及顾问周志林老师，王华喜理事到商会就换届
选举筹备事宜到商会与第二届商会秘书处座谈，对相关工作交流经验并悉心指导。

2020/12/14

2020/12/24

2020/12/24

25日晚，我会理事单位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曾榕总经理在本餐厅举
办了感恩回馈答谢宴活动。

2020/12/25

下午2时，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第四次会员大会暨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理
事、监事就职典礼在深圳市龙华区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召开。肖和平当选新一届会长,
潘亮当选执行会长，曾玉坤当选监事长，张云朱、钟建华、罗卿珊、钟海华、姚声良当选常
务副会长，钟辉红、陈河军、钟海、刘国民、谢玉华、李思成、肖忠慰、危先斌、廖观银当选
副会长，宋愈平被聘任为秘书长，李冬梅为执行秘书长等。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商会终身
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长萧文全、高级顾问谢军生、王昌逵，顾问钟经跃、陈修烽、梁惠
元、钟世华、谢芳谷、黄中华、胡怀标、刘福音、俞扬春、张华生、周志林、江正康、戴辉庆、
邱平洋、刘志红，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商会会长钟辉红、监事长陈河军、执行会长钟海，常
务副会长钟林、张云朱、肖和平、潘亮、钟建华，副会长刘国民、曾凡博、李思成、罗卿珊、
谢玉华、王正泉，秘书长刘华以及监事、理事、会员及领导嘉宾朋友等近300人。

20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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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自2020年12月20日换届后，一周以来得到了深圳各界乡贤的高度关注，不少优秀
乡贤经商会成员热心推荐，纷纷加入到商会大家庭。截止25日共有5位优秀乡贤加入
到商会。执行会长潘亮代表商会为新进成员颁发会员证书及牌匾。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会长肖和平公司办公室
（深圳市万河丰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隆重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有会长肖

和平、党支部书记刘扬名、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
姚声良、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廖观银，秘书长宋愈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

2021年1月13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在以肖和平会长为核心的第三届商会领导
班子，执行会长潘亮、副会长谢玉华赴南昌市兴国商会学习交流，受到南昌市兴国商会
名誉会长陈联斌、会长魏振华等商会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0/12/25

2021/01/08

2021/01/13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在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等领导班子的
带领下一行走进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姚声良企业“深圳市华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参观交流，参与此次走访人员有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
长肖忠慰、副会长谢玉华、廖观银、理事钟治新、李小燕、曹绪福、黄甘霖、陈添祥、刘鸿
名、邱日瑞、会员黄菊花、李阳、钟添森、黄红、肖欣生、钟坚文、张治坚、何华兰、秘书长
宋愈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书长欧阳瑞伟。

2021/01/24

执行会长潘亮代表商会为新进成员颁发会员证书及牌匾，并热烈欢迎大家的加
入，同时进行了座谈交流。参与此次座谈的有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副秘
书长吴运优、理事钟治新、陈奖辉、赵李平、叶玉明、邱日瑞、谢水香、黄辉、会员肖欣生、
王建国。

2021/01/27

下午，我会召开秘书处年会工作总结暨表彰会议。到会人员有会长肖和平、副会长
钟海、理事吴培祥、温正平、温家强、陈祥斌、杨燕飞、黄甘霖、钟坚文、谢艳芳、会员黄
红、黄菊花、钟杨春、李阳、刘春根、康丹、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执行秘书
长李冬梅等19人。

上午，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深圳市兴国商会一行十余人在执行会长潘亮带领下
走进兴国县第二医院爱佑残障儿童康复中心，开展“不忘初心、点滴助人”的爱心捐赠
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有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张云朱、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谢
玉华，理事邹家元、张文昌、黄辉、邱日瑞、会员肖豪城、张荣贵。

上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在驻地福田区竹子林举行迎春茶会，正式开启新年工作。参
会人员有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罗卿珊、钟海华、肖忠慰，副
会长陈河军、钟海、刘国民，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欧阳瑞伟、吴运优，执行秘书长李
冬梅等。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1/31

2021/02/06

2021/02/22

下午，受宋愈平秘书长委托，我会吴运优副秘书长、李冬梅执行秘书长俩前往龙华
区誉兴综合楼参加深圳市赣州商会秘书长新春座谈会。

2021/02/27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裕新路慧江集团会堂举行了顾问
座谈会。会长肖和平、终身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长萧文全、高级顾问谢军生、钟瑞
兴、刘扬名、田爱民、王昌逵、曾庆明、邱成富，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顾问刘科
键、梁惠元、黄中华、邱平洋、刘福音、刘志红、胡怀标、陈修烽、俞扬春、钟经跃、张华生、
邓生春、刘中华，常务副会长张云朱、钟建华、罗卿珊、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钟海、刘
国民，监事王华喜，秘书长宋愈平以及秘书处刘华、刘小梅、欧阳瑞伟、温家强、李冬梅，
赣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 王健洪、业务科长徐伟、招商队工作人员刘红、欧阳
金、深圳市宝安区武装部副部长阎复名、深圳市四季甘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菲、原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主任医生雷跃、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长黄真贤、深圳市体制改革
研究会副会长万飞、慧江集团董事长助理喻素素等嘉宾出席了会议。

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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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在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竹盛花园裙楼201-D举办了“茶艺传
香、花语动人”茶艺插花活动。理事曾榕、李小燕、黄红、谢艳芳、谢水香、谢春财、钟海
莲、温正平，会员黄菊花、胡钧钰、黄长秀、何华兰、康丹，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刘小
梅、执行秘书长李冬梅、今日新入会成员虞丽、慧江集团董事长助理喻素素等嘉宾参加
了此次活动。

在我会肖和平会长的带领下，终身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长萧文全、执行会长潘
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谢玉华、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
秘书长欧阳瑞伟一行前往福田区多丽工业园科技楼四楼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
中小企业服务协会学习、交流。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党支部会议在执行会长潘亮公司（胜者之家有限公
司）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会长肖和平、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执行会长潘
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副会长谢玉华、理事赖智、黄甘霖、叶玉明、钟坚文、刘国祥、顾
问张华生9位党员及2位入党积极分子、执行秘书长李冬梅。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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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

2021/03/12

2021/03/13

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胜者之家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亮，深圳市兴国商会副会
长、深圳市中深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玉华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良村镇中
心小学举行爱心捐赠活动。

2021/04/02

上午，在建党100周年，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主义精神，加强商会党建工作，深
圳市兴国商会在兴国中央苏区烈士陵园举行祭拜活动。参加人员有党员代表刘扬名、
傅福生、刘国祥、钟坚文，商会会员代表姚声良、谢玉华、陈奖辉、 欧阳瑞伟、 邹家元、 温
正平、钟地长、鄢万千、 邱日瑞、李赞辉、谢满荣、 萧豪城、刘春根、叶明、顾问代表俞扬
春、钟经跃等。

2021/04/05

下午，在我会执行会长潘亮的带领下，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理事邹家元、曹绪
福、张荣贵、会员肖豪城一行前往兴国县红门大道593号兴国县经济开发区参加交流
招商引资宣传推介座谈会。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在会长肖和平办公室（法律创意园）顺利举办法律讲座，特
邀我会法律事业部副部长、监事、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华喜作了题为《民法典商
事新规座谈》的主题讲座。参加此次活动有商会会长肖和平、 执行会长潘亮、高级顾问
刘扬名、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姚声良、副会长谢玉华、秘书长宋愈平、监事王华喜、钟恩
华、理事鄢万千、李爱民、杨聃、李小燕、曾榕、刘永辉、钟地长、杨燕飞、邹家元、温正平、
吴培祥、曹绪福、刘毅、刘鸿名、黄传彬、邱日瑞、谢春财、刘国祥、阙善坚、刘福全、会员
刘先芳、谢玉龙、 赵春华、黄红、凌桂华、叶丁有、涂晁荣、何华兰、黄长秀、温观福、萧豪
城、李超群、谢芳汨、副秘书长温家强、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

为庆祝五四青年节，丰富商会的文体娱乐生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了解及友情。我会
文体部部长赖智发起并组织了爬羊台山文体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商会党支部
书记刘扬名、秘书长宋愈平、监事长曾玉坤、监事王华喜、理事赖智、刘永辉、谢艳芳、邱
日瑞、刘国祥、会员叶明、黄菊花、何华兰、萧豪城、李超群、谢芳汨、钟添森，副秘书长刘
小梅、欧阳瑞伟、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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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5

2021/04/25

2021/05/09

下午，为研究、部署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大会会议相关事项，深圳市
兴国商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在诺诚荟（龙华区观澜大道152号）召开了第三届常务理事
会第三次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商会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
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罗卿珊、肖忠慰、谢志荣，副会长陈河军、钟海、李思成、刘国
民、谢玉华、危先斌，秘书长宋愈平。

2021/05/16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大会在风景优美的惠州市巽寮湾金禧丽景仟
玺度假酒店隆重召开。出席和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会长肖和平，高级顾问王昌逵及夫人，
高级顾问兼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顾问陈修烽、钟经跃、周志林、胡怀标、吕维忠、梁
惠元、愈扬春、肖华中、戴辉庆、刘志红、刘福音、荣誉秘书长萧文全、监事长曾玉坤、执
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姚声良、肖忠慰，副会长钟海、谢玉华、危先
斌、监事王华喜、钟恩华、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欧阳瑞伟、刘小梅、吴运优、执行秘书
长李冬梅、以及理事共88人。

202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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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副会长危先斌、理事坚文等一行前往商会理事
单位王正泉企业东莞市翔泉家具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为组建商会六大部门，提高商会的服务水平，为商会成员服务，商会六大部门部长
在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公司胜者之家有限公司召开组建会议。商会六大部门部长（王华
喜、钟恩华、潘亮、钟海华、钟建华、欧阳瑞伟）及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吴运优、执行
秘书长李冬梅参加了会议。

下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中共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在商会
办公点召开党支部会议，特邀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出席会议，与
我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一起为各位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上了堂党史学习教育课，我会
参与此次会议的有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执行会长潘亮，顾问张华生，常务副会长钟建
华、钟海华，副会长刘国民、谢玉华，理事赖智、傅福生、刘国祥、钟坚文、叶玉明、黄甘
霖，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5/23

2021/05/29

2021/06/19

下午，商会执行会长潘亮、理事刘国祥、钟杨春到龙华观澜片区理事叶玉明公司深
圳市中讯智控有限公司参观交流。

2021/06/28

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特邀商会高级顾问田爱民、副会长刘国民、执行秘书长李
冬梅一同赴福田工商联提交并探讨与商会党建共建示范点一系列活动方案。得到了福
田工商联书记石佑君、专职副主席黄远康的热情接待！并对我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提
供的方案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2021/06/29

疫病无情，“通辉”有爱。在这个疫情攻坚时刻，我会理事单位深圳市通辉行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在端午期间免费（6月11日-30日）为商会会员车辆提供全车消毒服务,共
为37位商会成员车辆进行了全车消杀服务。

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深圳市兴国商会组
织会员实时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学习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为认真学习习总书记“要主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运用历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提高本领，增长才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讲话精神，深圳
市兴国商会召开党建示范点创新方案会议。福田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黄远康等一行出
席了会议，并进行了座谈交流。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6/30

2021/07/01

2021/07/08

我会理事单位深圳龙华大浪景心苑私房菜馆隆重开业，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
亮、监事长曾玉坤、理事温家强等20多人应邀请参加了开业剪彩仪式。

2021/07/11

下午，深圳市赣州商会在瑞金商会理事单位天润欣隆食品有限公司（深圳龙华区
华联社区河背工业区河盛文创园)召开深圳市赣州市、县(区)商会秘书长联席会议第八
次会议，小结上半年有关工作，共商下半年商会工作。我会副秘书长吴运优应邀请出席
了此次会议。

202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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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深圳市罗湖区宝能中心
8楼粤江春宴会厅顺利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党支部各成员、会员等共计300人参加会
议，我会执行会长潘亮、荣誉秘书长萧文全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我会理事单位嘉禾（深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魅力演说公开课》在深圳市
宝安区凯里亚德酒店全天正式开课。我会理事黄红、廖茂春、邱日瑞、曾秀梅、陈新荣、
魏华、苏美，会员王延锋、钟添森、李超群、何华兰、谢芳汨、副秘书长欧阳瑞伟、吴运优，
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应邀请参加了本次公开课程。

下午，为庆祝建军94周年，感恩所有在深兴国籍转退军人对商会的关爱与支持，
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此次
参会的有商会转退军人刘福音、胡怀标、钟建华、钟海华、刘国祥、钟坚文，在深兴国籍
转退军人赖光英、李军民、谢方松、李斌、许德辉，商会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亮、秘书
长宋愈平，以及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理事曾榕等。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7/20

2021/07/24

2021/07/25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召开第六届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建党百年表彰会,我会党
支部书记刘扬名代表商会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祝贺我会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
部”、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执行会长潘亮被评为“优秀党员”。

2021/07/27

下午，福田区“同心汇智 凝心聚力再出发”企业家培训班第6课《银行视角下的企
业财务管理》在福田区新闻路侨福大厦二楼多功能厅开讲，我会理事苏美代表商会参
加讲座。

2021/07/29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副会长钟建华、肖忠慰、姚声良、廖
观银、秘书长宋愈平等一行36人走进商会常务副会长罗卿珊企业深圳市广深艺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就装修设计行业品牌的项目的设计、施工等风格特点一探究
竟。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终身荣誉会长郑辉前往商会荣誉秘书长萧文全企业北京市
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参观交流。

下午，在深圳前海HOP国际中心召开深圳市江西省、市、县秘书长联席会第30次
会议暨仲裁服务企业研讨会。江西省政府驻深办领导胡汉羽副主任、深圳市宏昌法务
董事长沈阳、深圳市江西商会秘书长张智军等江西在深省、市、县商会40多位商会秘
书长、江西驻深团工委代表共60多人出席今天的会议及研讨会。我会副秘书长吴运优
应邀请出席了此次会议。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8/08

2021/08/16

2021/08/16

我会常务副会长钟建华、肖忠慰、副秘书长欧阳瑞伟代表商会看望意外受伤的商
会成员黄承周。

2021/08/24

下午，中共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邀请商会高级顾问、慧江集团董事
长、党支部书记谢军生在商会办公点讲授＂弘扬苏区精神，争创新时代标兵＂的主题党
课。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高级顾问谢军生，商会会长肖和平，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执行会
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副会长刘国民，理事赖智、钟坚文、黄甘霖，谢军生
助理喻素素、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

2021/08/25



16  / 深圳市兴国商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 / 17

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下午，兴国县委常委任家胤，县商务局党组成员、招商中心主任刘桂林，县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尹德泉、干部廖彬，县委办干部胡智锋一行5人来访我会，并就招商
引资事宜进行交流座谈。我会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
罗卿珊，副会长刘国民，以及当日值班和到访人员顾问陈修烽，理事邓燕青、李坤生、黄
红、邱日瑞、刘永辉，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参与了座谈会。

上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高级顾问谢军生、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
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谢玉华、谢军生助理喻素素等一行走进
商会常务副会长谢志荣企业广东博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2021年8月28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高级顾问谢军生、监事长曾玉
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谢志荣，副会长谢玉华、秘书长
宋愈平、谢军生助理喻素素一行到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参观交流，并与东莞、佛山江西
兴国商会一起对“兴国商帮”品牌进行探讨研究。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8/26

2021/08/28

2021/08/28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副会长钟建华、理事张明生、邓乐平、李爱民、温正平等
一行前往商会副会长单位谢玉华企业深圳市中深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2021/09/01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前往商会副会长单位危先斌企业赣州市子木缘
家居厂参观学习。

2021/09/03

深圳市兴国商会荣誉秘书长萧文全前往商会副会长单位钟海企业赣州永杰热转
印材料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肖忠慰、顾问周志林、理事温家强一行前往创会会长
郑辉公司广东山之田模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下午，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到来，为庆祝教师节，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先
生安排商会秘书处邀请在深兴国籍教育工作者或曾经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过的部分
教师在龙岗区布吉西环路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相聚座谈。参与座谈会的有
曾经在教育战线教书育人的我会高级顾问曾庆明、高级顾问王昌逵、荣誉秘书长萧文
全、顾问周志林、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吴运优、监事王华喜、理事鄢万千、吴传辉，会
员李峻，以及在深兴国籍教育工作者池汉明、庄丽、马辉煌、肖伟元、郑代峰、罗绵景、欧
阳月清，我会会长肖和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书长欧阳瑞伟等参加了座谈会。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09/04

2021/09/04

2021/09/05

下午，在深圳福田区深业上城T2写字楼29层召开益说深圳“对话5A级社会组织”
参访交流活动。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副书记张武波、深圳市物联网协会执行
会长余羽、各商协会执行秘书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共30多人出席了交流会。我会执行
秘书长李冬梅应邀请出席了此次会议。

2021/09/17

下午，为降低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我会在龙岗区法律创意园肖和平会长办公室
举办财税讲座活动，特邀我会财税咨询服务部部长、监事、深圳华思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所长钟恩华主讲《中小企业常见的税务风险及应对》。我会会长肖和平、顾问张
华生、常务副会长姚声良、副会长刘国民、监事钟恩华、王华喜、理事曾榕、黄红、刘春
华、 黄菊花、谢春财、刘鸿名、钟小礼、邱日瑞、李赞辉、 钟春生、杨燕飞、王贵祥、吴培
祥、温正平、刘福全、魏华、会员谢玉龙、叶丁有、何华兰、李超群、陈节怀、王延锋、执行
秘书长李冬梅等3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202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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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下午，为庆祝建国72周年和区第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在深圳市福田工商联国
际创新中心A座七楼（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召开工商联系统学习贯彻落实区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暨关心下一代工作座谈会。我会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应邀请出席了此次会
议。

2021/09/29

上午，为更好地认真落实党建联系点事项，中共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
名邀请商会顾问刘福音、周志林与党支部成员在辣么顺召开党会联席会议。同时参会
的还有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副会长刘国民，理事赖智等。

2021/10/10

2021年10月11-13日，为落实党建联系点事项，拍摄和进行素材收集，中共深圳市
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顾问刘福音、周志林、爱国爱党港商余陆荣一行前往兴
国、泰和采访和信息收集。此行得到了兴国县委、县政府领导及泰和县党史专家，县委
党史办等的大力支持。

2021/10/13

为深入学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推进工商联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激
发党员、青年职工“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的爱党爱国热情，区工商联联合区委统战
部组织会员企业、所属商协会和机关党员、青年职工共80多名代表观看红色电影《长
津湖》，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与时俱进、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我会党支部党员赖
智及商会会员李阳参加了此次学习活动。

2021/10/15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副会长刘国民、党支部书记刘扬名等一行前
往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肖忠慰企业深圳市凯思特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2020/11-2021/10年度大事记
Annual notes

2021/10/19

下午，深圳市福田工商联在福田区区委大楼会堂三楼报告厅举办福田统战学堂活
动，我会副会长刘国民应邀请出席了此次活动。

2021/10/22

下午，为研究、讨论、部署2021年年会等多项重大事项，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理事
会成员在龙华区华昌路富隆特工业园内龙华景心苑私房菜馆召开了第三届常务理事
会第四次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商会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
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廖观银，副会长陈河军、刘国民、谢玉华，执行秘书长
李冬梅。

2021/10/23

下午，第2期益说深圳“对话5A级社会组织”参访交流活动在福田区华融大厦2楼
福田街道（CBD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召开。深圳市福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谢家年、深圳
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副书记张武波、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单巧玲总干
事、各商协会执行秘书长、秘书长、副秘书长30多人出席了交流会，我会执行秘书长李
冬梅应邀请出席了此次会议。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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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辉红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龙光集团      副总裁

经营范围：涵盖土地拓展、规划设计、物资采购、开发建

                    设、小区配套、销售、物业管理等上下游环节

                    在内的房地产开发“全流程”产业链。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兴华路南侧龙光世纪大厦B座

                    19层

郑      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终身荣誉会长
广东山之田模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模型设计、制作，智能产品设计、研发，动漫设计，展览展示服务。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林东三路9号

萧文全 深圳市兴国商会  荣誉秘书长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律师

经营范围：办理公司法、合同法、房地产法、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企业投融资及法律顾问等法律事务。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华润置地大厦D座19楼

陈河军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兴国商会联合总会    常务副会长
北京赣州企业商会  常务副会长
三亚江西省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东方华意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公司介绍：深圳市东方华意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五星级酒店和
                   高端会尔顿酒店，三亚美高梅酒店，三亚万科森林公园，
                    湖畔拎包入住的家具供用商等）。  深圳艾尔米兰实业有
                     限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家纺，酒店布草和一次性旅游用
                    品）。昆明：华宁金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磷尾矿泥磷环
                     保处理，6个专利拥有世界最前沿固废环保处理技术，让
                     污染泥磷生产成磷酸和磷酸二氢钾肥料）。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镇大水坑新塘村62号

潘      亮
深圳市兴国商会     执行会长
胜者之家（深圳）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胜者之家（深圳）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跨境电商、股权投资、企业服务（全球商标专利申请，深圳建筑资质办理、公司注册、代理记账、政府补助申请、 企业金融服务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民康路292号青创城B座3楼B5

张云朱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兴国县第二医院
兴国夕阳红老年公寓

经营范围：综合医疗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         

                    疗保健、精神慰藉、文体娱乐等服务。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工业园区红门大道593号

钟建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健华汇泉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代理习酒，钓鱼台，成义烧坊系列，代理进口

                    红酒（200多个单品）兼营国内各大名酒名烟。

地         址：深圳市光明区牛山路怡景花园6栋

肖和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长
深圳市万河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有物业租赁。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育苗路7号万河丰电商创业园A栋101

姚声良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华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包装制作（珍珠棉、汽泡袋、PE充气袋、泡沫

                    材料、泡沫模具等）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上屋园岭路志泫翰

                    工业园B栋4楼

谢志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广东博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水泥、矿渣粉、粉煤

                    灰、沙石贸易、内河运输）

地         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洲湾格水新村鸡冲

                    滘一路3号6层

廖观银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众腾通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生产各种奖牌、金属书签、徽章、 标牌、 纪念

                    币、各种金属工艺品；生产手机锅仔片，遥控

                    器锅仔片及其它数码电子产品锅仔片；蚀刻

                    各种喇叭网、过滤网、茶网、听筒网。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四坊埔欧得意工业区

罗卿珊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广深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酒吧、KTV、会所、餐厅、咖啡厅、办公室，专卖
                    店、酒店、厂房、医院、学校、公寓、培训机构、  
                    健身房、别墅等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另有
                    10个资质提供挂靠服务。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南环路与中心路交叉
                     路口丰平路26号2楼

曾玉坤 深圳市兴国商会   监事长
东莞市大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研发、产销：电子制品、胶粘制品；实业投资。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三塘中路旭日科技园A栋

钟海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九七六实业有限公司
馨悦美容养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拓展培训，经济信 

                    息咨询，投资咨询；初级农产品的销售，礼品销

                   售与定制，美容养生、健康管理和酒店业务。

地         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深圳市南山区珠光路190号花半里欣苑2号楼216

肖忠慰 深圳市兴国商会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凯思特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居照明、灯饰生产、销售，智能家居，3C电

                    子产品经营、智能电子产品，电子商务运营。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华丰机器人产业园C

                    栋C301—C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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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永杰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东惠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钟    海
永杰集团经营范围：提供专业的定制解决方案及定制产品的供应商，专门生产和销售陶瓷杯、瓷片、盘子、石画、水壶、不锈钢杯、搪瓷杯、抱枕、背包、手袋、T恤，玻璃相
                                      框等各种材质的热转印产品和相关的印制机器，同时，提供完整的激光印制解决方案，还提供许多种类的UV打印产品以及丰富的激光雕刻类耗材。
                                     公司已成功地和世界各地200多个国家的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海外拥有45家代理帮助我们推广BESTSUB的品牌。为了解决拉丁美洲的沟通问
                                     题和为欧洲市场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们于2014在西班牙设立了办事处。我们的总部在广州，在山东、义乌、赣州、九江 设有5个涂层工厂。作为一站
                                      式的热转印、激光转印、UV、雕刻产品供应商，通过参加专业的展会和建立不同的网络分销渠道，我们的业务获得持续不断的增长，产品研发团队更
                                      是紧随市场发展趋势，产品远销国内外，客户遍及全球。
国内公司网址：www.engital.com    地址：广州白云区鸦岗石台大道28号   外贸公司网址：www.bestsub.com    地址：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正佳东方国际广场4411室
惠鸿建设经营范围：房屋建设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装修装饰、地基与基础、消防设施工程、机电安装工程为一体的施工总承包。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西平社区绿色路28号中孚商业中心C座11楼1106室

李思成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广东惠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施工、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

                    装修装饰、地基与基础、消防设施工程、机电

                    安装工程为一体的施工总承包。

地         址：东莞市南城区西平社区绿色路28号中孚商

                     业中心C座11楼1106室           

刘国民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民文盛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富斯登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安保清洁，园林绿化，装饰设计，
                    工程建设，环保检测，环保治理，环保建材销
                    售等。

地         址：福田区八卦四路庆安航空大厦4楼

谢玉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中深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协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经营范围：工程测绘、地质工程勘察、地下管线探测、基
                    坑检测边坡设计施工与监测、地质灾害评估。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工业二路1
                    号惠科工业园2栋6012室

李冬梅 深圳市兴国商会  执行秘书长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三路竹盛花园三期
                     裙楼201D 

王正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东莞市翔泉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兴国县诚麒种植专业合作社    总经理

经营范围：1、专业生产销售办公室家具，政府家具定点，
                    学校家具、医院家具、银行家具、公寓酒店家
                    具等整体工程配套家具。
                    2、猕猴桃中秋礼盒、有机脐橙礼盒、蟠桃礼盒        
                    及正宗腊火煺、腊鸭等农家产品销售。
地         址：东莞市谢岗镇大龙村五和井村小组

刘    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经理

经营范围：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贴现业务汇兑、旅

                    行支票、信用卡业务代理收付和财产保险等

                    银行金融类业务。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联合广场A座首层

危先斌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森林之源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赣州市子木缘家居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园林绿化，高端整木定制。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62号深药大厦614 
                   （森林之源）
赣州地址：赣州市章贡区香江大道174号（子木缘家居）

曾    榕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中餐制售；餐饮服务；餐饮管理；为餐饮企业
                    提供管理服务；餐饮品牌策划管理；酒类、茶
                    叶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加盟店、连锁店管理；电子商务；
                    国内贸易。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西环路25号二楼201

钟恩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监事
深圳华思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

经营范围：1、出具审计报告，验资报告，高新技术企业专
                    项审计报告；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代理，高新
                    技术企业政府资金资助代理；3、高新技术企
                    业税务筹划，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代理。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坂雪岗大道4001号百瑞达
                    大厦A座1610     

欧阳瑞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深圳市中安智存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商务贸易（会议商务礼品，市场促销礼品，员

                    工福利礼品，开业庆典礼品，逢年过节礼品。）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92号庆安航空大厦410

李赞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富美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经营范围：软件研发 、技术咨询、电子商务等。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南海大道1079号花

                    园城数码大厦A座201室

刘小梅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深圳市中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公司旅游、团建拓展、私人旅行、酒店会议、

                    代办签证、代买旅游保险、租车等。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2078号名商阁大厦13H

吴运优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经理
深商研究会             副秘书长

经营范围：房地产（新房、二手房、写字楼、厂房、地皮

                    等），企业战略、文化研究，教育培训等。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圣淘沙骏园3C-1002

钟    林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颖和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集装箱运输、报关一条龙服务的运输，主要

                    承接全国长途运输、珠江三角洲进出口运输、

                    散货入仓及报关等业务。

地         址：深圳市盐田区金港盛世华庭1栋26B室

王华喜 深圳市兴国商会   监事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

经营范围：资本市场和证券 、房地产与建筑工程、公司
                    运营、银行信托保险、争议解决、知识产权等
                    法律服务。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
                    厦21-25楼

鄢万千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趣生活智能终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薄趣”酒店智能终端机生产运营。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布龙路

                    510号301

温家强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深圳市意点美广告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制作、地产包装、标识标牌、广告工

                    程、户内外广告喷绘、招牌、灯箱、亮化工程，

                    等一系列专业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悦路150号潮LOFT文  

                    化创意园C栋210

宋愈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秘书长
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  律师

经营范围：民事、劳动纠纷、知识产权、金融、房地产、刑
                    事、外商投资 、海事海商、行政诉讼、企业法
                    律顾问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井二路中粮地产集团
                    中心2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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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荣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BOE京东方液晶面板  闪存产品 手机配件等。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金中环商务大厦A座3409室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符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传辉

经营范围：品牌策划、品牌包装设计、个性艺术定制酒类。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手造文化街A国际区5号门

                    二楼                              

李爱民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长城惠华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市绿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设计与施工；环保设备、水处理设备、

                    废气处理设备、噪音处理设备的研发、制造、安

                    装与销售；环保设施运营管理。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汽车大厦11楼

邹忠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忠豪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印刷包装用各类胶水，公司生产销售一条龙

                    服务。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清凤荣盛创投大厦415

王贵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德荣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经营范围：专门从事刑事、民事、经济、婚姻等案件诉讼

                    代理业务，担任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及各类

                    涉及法律事务非诉业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紫薇苑西四栋806

邓乐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暖心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营范围：国内外出入境旅游业务，包机，游轮，专列等

                    大型旅游策划，企业包团，公司拓展，租车，

                    酒店，机票预定。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天安数码城2栋B座801-2

张明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亿明亮智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通信工程、市政照明工程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汇海广场B座2402室

廖茂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厚基国学院院长/三僚堪舆文化第31代学者
五台山显通寺堪舆顾问/上市公司安踏等企业堪舆顾问
深汕国际仲裁院顾问/深圳消费者委员会监督员
香港江西社团联谊总会会董/香港赣州商会会董

经营范围：国学堪舆文化传播、单位及个人参谋顾问；祖
                    传31代堪舆地理规划：祠堂、房地产开发项目、
                    新城区选址与规划、住宅、办公楼、工厂、学校、
                    寺院、墓地等阴宅阳宅规划，以及结婚、动工、
                    乔迁等选择吉日。
地         址：香港屯门区爱琴海岸5座7楼
                    深圳市宝安九区广场大厦14楼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正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德钧

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国内贸易。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东环一路正地美术馆三楼

范才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品诺日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美妆用品，家居用品的生产和销售。

地         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南布社区

                     金荔科技工业园一栋3楼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品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华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
                    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悦路150号C栋206

赖     智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上海明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空运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国际空运，海运，中港运输，国际
                    快递，报关和仓储的进出口运输企业；代理  
                    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向进出口
                    企业提供高效安全的物流运输解决方案。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7号都市阳光名
                     苑1栋23A                    

肖    云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浩海星辰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贸易。

地         址：南山区数字文化产业基金东塔楼1802

熊绪裕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富家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防火门系列：钢、木质防火门、防火防盗门、

                    防火窗、玻璃防火门；卷帘门系列：钢质复合

                    防火卷帘、无机特级防火卷帘、挡烟垂壁；特

                    种门系列：隔音门、铜门、不锈钢门。

地         址：深圳市坪山新区赤坳工业区3号

邹家元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敏华消防设备公司      总经理
杭州江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赣州鼎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承接消防工程、消防器材、交通器材设备、消防维保、
                    防雷检测，深圳、浙江、赣州区域广东敏华拿斯特代理
                    商：敏华、NST、光世界、劳士、飞普利斯、明淞、安尔顿
                      等应急灯批发；智能消防疏散逃生系统：敏华、劳士、
                    拿斯特。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西环路25号一楼
地         址：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窑湾里116号
地         址：赣州国际企业中心章贡香江大道C1号楼301室

谢昌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华业精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中央空调设备工程销售、设计、安装、维保。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七星商业广场B座

                    1003室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科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徽国

经营范围：承接高档别墅、住宅、工装等设计与施工。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世纪春城一期2B栋504

钟贤禄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浩忠扬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工艺礼品，玩具，电子商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南联龙河路雅豪6-5-201

陈汉庚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壹号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钻石，翡翠，彩宝，玉器，珍珠产品的设计，生

                    产，批发，零售。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金座大厦负一

                    楼西区G58壹号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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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林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新宏泰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装、工装、别墅、酒店、门面、写字楼、娱乐、

                    餐饮等各类瓷砖。

地         址：深圳市光明新区楼村楼明路2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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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贤清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科世佳业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生产PCB和FPC，并提供PCBA包工包料。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兴业二路广

                     晟德工业区A栋5楼

曾小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蓬江区普鑫照明电器厂  总经理

经营范围：13年专业生产市政、酒店景观亮化产品，景

                     观灯、市电路灯、太阳能路灯、庭院灯等；城

                     市及道路照明专业承包壹级、设计丙级。

地         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篁湾工业区4街6号普

                    鑫照明电器厂

杨     聃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宝安桂银村镇银行  沙井支行,团队经理

经营范围：公司、个人融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理财

                     顾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沙路万科翡丽郡

刘永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龙华新区通辉汽车服务中心   总经理

经营范围：汽车维修；保养；事故；美容；配件等汽车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元芬工业区A栋一楼通辉行

                    一站式汽车养护中心

钟治新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新房，二手房，商铺，写字楼，厂房等房产业务

                    的代理。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新鸿花园7号楼111铺

曾     贵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美家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提供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网络服务支撑，新房
                    销售服务、装修服务、金融服务、 房产相关的
                    网络技术服务等。
地         址：深圳市龙岗坂田坂雪岗大道江南时代大厦2
                    栋16楼1603

张维维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合创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具设计、家具生产、家具销售。

地         址：惠州市惠阳新圩镇南坑村德鑫盛工业园

陈凡财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福利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生产EPE珍珠棉，EPP泡沫，EPO泡沫，

                     XPE，EVA海绵等高级缓冲减震环保材料的

                     生产厂家。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荣华工业园C栋3楼

钟琼英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依谷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生鲜果蔬、土特食品、茶水酒饮、进口零食、
                    滋补保健食品，为企业团体及个人提供包月
                    配送、特色预订、年节福利及生态礼品。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4001号AB座三层A309、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白泥坑祥发路11号（冷链
                    配送中心）

钟地长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新西湖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五金电镀、电泳、表面处理，塑胶真空镀膜。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六联社区汇源工业

                    区A栋三楼

曾繁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路弘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专业承包二级，公路机电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公路养护，城市道路养
                    护，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布龙路荔苑大厦2楼210

熊新元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艺峰马达配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马达配件、五金制品的销售；电器的研发及

                    销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上寮社区黄埔路130号

钟春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欧蕾依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女装，公司制服，休闲装，丝绸服装等。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下水径湖北宝丰工业区5栋301

杨燕飞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美加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

经营范围：私家影院、会所、KTV、会议室、多功能厅，培

                    训、教育、户外广播系统音视频设计、施工、

                     安装、维护；智能音视频集成供应商。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悦路150号潮LOFT创

                    意园F栋506

吴培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未来之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居住宅、店铺、商业空间、办公房厂房、写字

                     楼、酒店别墅、二手房等室内外设计与施工。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华悦路150号潮Loft文化创意园D210

黄     红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古叶神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陈年普洱、原装进口高、中、低档红酒的批发，

                    团购，零售； 季节性食品如粽子、月饼的批发，

                    团购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悦路150号潮Loft文化创

                    意园D栋207

谢满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大浪微网电脑商行   经理

经营范围：电脑组装维修，网络维护，闭路监控，弱电工程。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元芬新村181栋101室

傅福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九七六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拓展培训，经济

                    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初级农产品的销售，礼

                    品销售与定制，美容养生和酒店业务。

地         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温正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意点美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制作、地产包装、标识标牌、广告工

                    程、户内外广告喷绘、招牌、灯箱、亮化工程，

                    等一系列专业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悦路150号潮LOFT文化

                    创意园C栋210

陈祥斌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天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激光加工设备、激光微加工系统的开发、生

                    产、销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罗田社区广田路大南

                    海广发工业区C栋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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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莹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铖易达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拖车救援、二手车交易

地         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深盐路1111号盐港

                    明珠大楼

曾勇权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一心一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经营范围：跨境电商（服装、电子产品、户外用品、家居

                    装饰用品、日用百货）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悦路150号潮Loft文化

                    创意园C102

黄甘霖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三只翠鸟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液晶显示屏）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育苗路7号A

                    栋五楼

傅丽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云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华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香港）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机电设备、电脑及配

                    件的技术开发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强北路1019号华

                     强广场BCD座6层H6E086

李坤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泰源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制造业（手机玻璃）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北环路衙边第二工业区

邓燕青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可为客户提

                    供高智能、高技术含量的项目全过程咨询服

                    务。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8号东物商业大楼301

刘    斌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品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师总经理

经营范围：建筑设计，装饰设计，文旅小镇、园林游乐园、

                    美丽乡村提升景观修建性详细规划，田园综

                    合体概念性规划；建材销售。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福龙路龙军花园C栋106

陈奖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千佳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纪；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投资策划；

                    农民房、厂房,回迁指标房销售代理。

地         址：龙岗中心城龙岗大道岗背社区车之夫总部大

                    楼201

赵李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炜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纪；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投资策划。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爱南路391号联亨商务大厦

胡上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源库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研发及技术转让、产销：锂离子电池、新能源

                    动力电源、聚合物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电

                    子数码产品、充电器、手机通讯配件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荣泰大厦1106室

刘    毅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巨冠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开发（单片机代理、智能产品设计

                     开发）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百合星城百合酒店      

                    及住宅楼16I

钟小礼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奥拓普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消费电子，LED照明，太阳能 等产

                    品出口贸易，外贸结售汇，境外采购代理。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流塘路354号

唐绍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唐昊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音响器材、电
                    子产品、家电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
                    发、上门安装、上门维修及销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湖南路百合星城2
                    期6号楼31B

钟勇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智立信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材料、五金及木材制品、通用机械、专用设备、

                    电气机械、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办公用机

                    械、办公用品设备、移动POS机、智能收银台等电子设

                    备的研发销售与服务；油漆类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美

                    团外卖、餐饮类。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碧新路2362号501室

张文昌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盛誉达邦灯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承接星级酒店、别墅、会所

                    等照明灯具及城市道路照明工程。

地         址：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工业大道东北二路3号

刘尊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中装宏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鹏展东方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工程运营管理，建筑装饰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装饰材料营销。建筑装饰工程新
                    型环保材料研发，生产加工及经营 ；智能化
                    产品研发、生产及经营；国内外工业化产品
                    贸易运营。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华南城5号馆3楼中庭南边

李小燕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资深主管 

经营范围：财富传承，中华遗嘱库，信托，保险，金融服务。

地         址：深福田区车公庙深铁置业大厦15楼

谢志毅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永益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国内道路运输、供应链管理、物流设备销售、

                    电商仓储云仓、储存等。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横岗段商洲文创园C

                    栋201

陈华东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亿明亮智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市政照明工程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汇海广场B座2402室

黄菊花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君诚禅悦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普洱茶，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华丰总部经济大厦D

                     座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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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玉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中讯智控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安防（智能家居、摄像头、报警器、智慧安防）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

                     1119号6楼

黄传彬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众匠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自动化设备(自动螺丝机、非标自动化、设计、

                    安装调试、售后）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山大道致

                    高工业园3号厂房B栋四楼

邱一洵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金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创业花园

                    188栋9008

谢水香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深广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

经营范围：法律（法律咨询服务、企业或个人法律顾问、

                    婚姻财产纠纷，经济纠纷等等)。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73

                    号中康创业园4楼

钟坚文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迪微特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数码产品（内存卡、U盘、充电宝、车载音乐、

                    3C功能类产品）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西环路7-5号万河丰4楼

刘鸿名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翁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大宗农产品、水果、药材的进口和批发。矿泉

                    水、食用盐的销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大道35号23栋二层

谢艳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经营范围：反洗钱系统，Dow Jones黑名单，呼叫中心

                    业务。

地         址：深圳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B栋402

王新桂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创新速运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进出口集装箱运输，代理报关报检等

地         址：深圳市盐田区东海丽景花园B栋25F

陈添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天泽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物流（进出口报关、国际货代、报关、空运海

                    运、国际快递、FBA、空运）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万丰社区中心路16号B612号

曹绪福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欧万德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进口贸易（欧洲进口、印刷机配件）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红星社区星际家园8

                    栋1805

张荣贵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晶弘晖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连接器的生产与开发,主要产品系列有：
                    USB2.0\3.0、TYPE-C、F头屏蔽壳、HDMI高清
                    座连接器，卡座、FPC、开关、针座、DC、PJ耳
                    机座等接插件。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明大道177号宏海
                    格布大厦1713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溪头第三工业区十三
                    栋A座

黄    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经营范围：房地产（新房、二手房、厂房、地皮、金融交易等）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荣路绿景蓝湾半岛中原地产

邱日瑞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     风险管理顾问

经营范围：贷款：保单、信用贷款、车辆抵押、房产抵押、经营贷。

                   企业险：团体员工险、团体医疗、公众责任、财产险。

                   个人商业保险：寿险、重疾险、意外险、医疗险、车险 。  

                   特色金融服务：财富传承、个人信托、家族信托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路安吉尔大厦7楼303

钟海莲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前海安全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富硒土鸡、富硒土鸡蛋、富硒咸鸭蛋、富硒蔬

                    菜、富硒吉祥橙、纯天然蜂蜜等农副产品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路机场小区2-602

李承海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硕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手机导光板开模注塑

地         址：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上横朗二工业区

刘国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北京汇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
深圳汇成星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区块链（软硬件开发，金融服务）、项目孵化，

                    天使投资，商业咨询、新媒体运营与推广。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沙博工业

                    区11号越兴科技园

应学宏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易站通（深圳）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财税代理、工商许可证办理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夏社区福华三路88

                    号财富大厦13G

谢春财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艾拓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做账报税、商标、专利、公司注册、年审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文浩商务大厦A802

张治坚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天润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中港运输车队（收货装柜、香港仓储、理货打
                    板、贴标 、中港吨车、拖车、冷藏车、危险品车、
                    吊臂车、拼车、快递、代理报关、舱单香港清关、
                    香港本地提货、换单、香港本地拖车、香港交仓
                     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三角山1号
                    9栋802

钟杨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恒辉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从事制冷、空调设备的销售，设计，安装，维

                    修于一体的专业化机电工程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桂花路105号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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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勇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合规法律部   总经理

经营范围：固定收益、资产管理、证券经纪、证券交易等

                    业务。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新华保险大厦8楼

杨增锋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蜂窝匠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数美哒科技有限公司   合伙人

经营范围：软件研发，互联网、美容行业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甲岸南路22号易尚大厦414

王运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坑古兄弟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经营范围：古建筑设计，古建材料，空间陈设、品牌包装

                    以及装饰建筑工程等业务。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京光海景花园

李     奇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龙华新华村镇银行   主任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

                    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业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人民路145号恒江大厦

傅政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和健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地产室外园林绿化设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

                    建设；特别专业施工范围：水景喷泉施工、树

                    木迁移砍伐整理、透水混凝土施工、边坡绿

                    化施工、立体绿化施工、屋顶花园施工等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和健云谷2栋1401

阙善坚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自游穿越自驾游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驰骏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旅游、自驾游（南非、南美、环驾中国边境线、

                    西藏、新疆、周边游）、公司注册、记账报税、

                    创业补贴申请、法国歪脖子红酒中国区代理、

                    茅台酒深圳代理等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洪湖大厦1411号

陈新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亿康锐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小亿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芯片、晶振、电感等代理、智能手表研发销售

地         址：宝安区西乡航城大道航城创新创业园A5栋

                    205-213

肖宝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青木南林茶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华晟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茶叶（普洱茶、云南红茶、白茶）；国际物流

                   （国际海运、中欧铁路、报送进出口、FBA跨镜

                    物流）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油松中佳创意园A6-710

魏    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正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财税服务（财税服务、咨询服务）、科技服务

                    咨询

地         址：深圳市宝安45区华丰新安商务大厦612

曾秀梅
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中国联通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裁
智壳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总经理
深圳市标越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市清博格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1、中国联通大数据，数据研究能力和项目资源，智慧城市，城市规划、

                    数字商业、数字地产、数字乡村，数字医疗，智慧交通等数据服务；2、共

                    享充电宝，电瓶换电，共享充电桩，新能源电池四大领域，以“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以“为梦想充电”的使命，构建物联网新生

                    态，为精彩生活加满电.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汉京国际中心11层

                    深圳的宝安区西乡街道华峰机器人产业园F栋413室

黄继鑫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上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深恒信知识产权            总经理

经营范围：知识产权、高新专利申请、政府补贴、直饮水

                    销售，猎头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易达晟大厦418、618

刘福全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前海汇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懂私慕公众号）  创始人

经营范围：私募基金、金融自媒体；写字楼租赁。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皇都广场A座1708

徐宏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嘉禾（深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注于“个人、亲子、家庭、创业和企业”五维一体陪伴
                    式终生成长的服务平台。青少年：冬夏令营、研学旅行；
                    中青年：个人成长、亲密关系、事业财富培训；企业端：
                    团建、内训、总裁班以及项目咨询服务。涵盖了一个人
                    每个成长阶段所需的痛点问题解决方案。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三围社区泰华梧桐岛工业园6A
                    栋201室

廖振东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总经理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不间断电源、空调等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智园B2栋

周奇梁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康洁宝(深圳)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四害消杀除甲醛（专业上门灭老鼠、蟑螂、蚊

                    蝇、白蚁、臭虫等所有虫害）

地         址：深圳市龙华大浪街道上横朗市场97栋

肖益锋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小鹿教育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教育服务，软件研发，短视频、直播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泰邦科技大厦401

苏    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聚创财税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食品/卫生/道路等许可

                    证、国高、商标等......企业服务。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南昌企拓商务C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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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金赛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利用易贝、亚马逊等电商平台，针对北美市

                    场销售激光打印机硒鼓、墨盒、色带以及办

                    公用品、数码电子产品等。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88号64栋2003室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独立投资人邓    敏

经营范围：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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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桂林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巡天下投资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创业投资。

地         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洪立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拜特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经营范围：电脑软件、网络、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企

                    业资金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科兴科学园A单元16层

刘衍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爱璐英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设计部主管

经营范围：焊接系统、电弧焊接；自动化、省力化设备。

地         址：宝安区西乡街道黄田杨背工业区3期7栋1楼

郑玉林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汇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工业园区厂房，写字楼的代理策划招商，翻新

                    改建，物业租赁管理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吉大道新康路24号101

廖海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明庄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湖南黑茶鼻祖渠江薄片，湖南高端黑茶销售
                    及定制业务。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三路竹盛花园三期裙
                    楼201-C

欧阳晓宇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经营范围：广电5G  700MHZ应用项目、数据专线及组

                    网服务、IDC、CDN、ICT集成类业务、智慧城

                    市建设、物联网业务。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6001号广电文创中心

                    1602室

陈晓珠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龙仁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汽车改装及开发设计配套产品的
                    贸易公司。主要代理的产品有日本HKS全
                    系汽车改装件，美国XXR轮毂等配套产品开
                    发设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大道十六号城南雅筑
                     103-105号               

罗小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西乡营业区140441部   部门主管

经营范围：寿险，车险，公司团体险，贷款业务。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坪洲前城中心(大仟里)7楼

黄承周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世沃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家用、商务净水器生产与销售。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和平路富通天骏花园

张丽君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新宏泰建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装、工装、别墅、酒店、门面、写字楼、娱乐、

                    餐饮等各类瓷砖。

地         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大道与甲子塘路口鸿

                    晟睿科技园A区1-2号

李汉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兴彩不锈钢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不锈钢、铝合金、钢结构等金属加工制作。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宝龙新村268栋101号

杨克松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乐之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注音视频数字类安防监控产品：4G太阳能

                    网络摄像机、网络摄像机、红外网络摄像机、

                    云台网络摄像机等。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和平骏丰工业园A4栋5楼

李年龙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宏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
                    LED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五金产品、模具产品
                    及配件的销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41区华丰新安青年创
                    业孵化基地3楼346号

曾庆明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国际城信与品牌杂志社   粤珠编辑部主任

经营范围：承接杂志广告宣传，媒体合作，给予企业品

                    牌宣传与策划。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汇海广场C1105

曾景峰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常景润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MicroSD、SD、TF、内存卡、U盘、移动硬盘、

                    固态硬盘等存储产品。代理三星，闪迪，东

                    芝，金士顿，惠普等一线国际品牌。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3069号星河世纪C座

                    二单元2302室

谢玉龙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从零到一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提供国内公司注册、投资注册境外公司、海

                    外商标专利注册与补助申请、欧盟VAT税号

                    注册、欧盟WEEE注册以及跨境电商财务合

                    规咨询等商务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布龙路28号景元大厦1003

鄢月初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金西瑞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生产高品质的安防报警，歌瑞特WIFI智能无线开关以
                    及家居防盗报警器等产品；提供电子飞镖、315/433M
                    无线遥控、成人用品等超性价比的线路板方案。可定
                    制进行软件和硬件开发，同时为客户提供代加工PCBA
                    电路板和成品组装等增值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瑞记路1号南联恒裕科技园T座5楼

邱    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辉知耀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背光源研发和生产。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华科技园3栋401—402

曾岳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友田友山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电子家居用品，白噪音睡眠仪，创意小夜灯

                    类，USB耳机线控，USB话务耳机等。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第六工业区方兴科技园B

                    区24栋3楼

黄  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金御泰门窗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家装工装用门，大门铜门与防盗门，阳台、厨

                    房、卫生间铝合金门，各类原木和复合实木

                    烤漆门。

地         址：深圳市光明区楼明路207号

34  / 深圳市兴国商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 / 35

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洪远灵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壹品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各类网站程序的开发和设计，包括美工设

                    计、web程序的开发。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源路F518时尚创意园3栋4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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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峻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宝创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为轨道交通、电力系统、汽车电子、新能源、电

                    能计量、通信电子、仪器仪表、工业控制等领域

                    和行业提供高性能的电源器件。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梅林中心广场南区A栋

                    1703室

肖     敏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上海芯圣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区销售经理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公司致力与单片机集成

                    芯片的研发设计。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A5

                    栋2楼

邱晓红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祥益财税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代办工商注册、食品经营许可证、商标

                    注册、一般纳税人申请、版权申请、专利申请、

                    环保批文、香港公司注册、荣誉证书、高新企

                    业申请、代理企业记账报税。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裕新路

叶丁有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普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奥拓普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机械手平台，自动锁螺丝机，手持
                    式自动锁螺丝机，自动点胶机，自动焊锡机，
                    自动贴标机以及其他非标智能自动化设备，
                    3C电子产品的力学可靠性实验设备。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和大道东盈工业
                    园C1-4栋2楼    

钟爱军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艺尚美广告标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广告标识系统产品及工程的设计开发制作安装维护，
                    金属标牌等五金制品及钢结构的设计制作施工；各种
                    LED发光字、LED标识标牌、LED灯具、LED显示屏的开
                    发设计制作，灯光亮化景观项目的设计施工维护园林
                    绿化景观。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华社区和平路35号雅尊会
                    所4栋2层B208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村金泰源工业园A3栋

黄    飞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东莞市拓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业务

经营范围：储能锂电池系统，工商业储能系统UPS的设

                    计开发与生产销售。

地         址：东莞市大岭山镇拥军路17号

凌桂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岭营业部  资深业务主管

经营范围：保险:车险，财产险，企业团体险，重疾险，医疗险，意外
                    险,教育金，养老金等。
                    贷款:车、房抵押贷款，信用贷款。 
                    其他:平安私人银行卡号订制，财富传承，保险金信托，    
                     家族信托。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路安吉尔大厦7楼

邓     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商祺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工商注册代理、记账报税、为创业者提供工

                    商、税务、商标咨询代理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望成路恒龙大厦A1302  

赵春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惠州莱顿庄园   庄主
力凯工程装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液压凿岩、地铁、隧道、矿山等机械

                    设备销售及承包工程。

地         址：深圳市布吉街道钱江艺术中心二楼

黄翔燕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金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自动振动盘研发、生产、销售。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新放街67号

                    一楼

王延锋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金地研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师
广州智伴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合伙人

经营范围：别墅、样板房、售楼中心、私人会所、办公楼

                    规划装饰设计，工程咨询。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绿景红树湾一号18楼

吴国昌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世美星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小圆柱电容式锂电池、18650锂电池、聚合物

                    电池，方形铝壳电池及各种电池组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大浪华宁路52号星辉科技园3栋5楼

邓子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金魔豆整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住宅空间，商业空间，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一站

                    式服务平台。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爱南路377

                    号四单元301

朱贤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博视微光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液晶屏（LCM）和LCM显示触控模组的研发

                    设计、生产和销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安西路长兴科技

                    园1栋

朱    丹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融信四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

经营范围：银行贷款，无抵押信用贷款，红本房抵押，按

                    揭房再贷款，房产买卖贷款，赎楼业务。

地         址：宝安区创业一路与新湖路交汇处壹方中心B

                    座10楼四海财富

钟海英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招商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经营范围：深圳和外地新房代理、二手房买卖、代办过

                    户、房屋租赁、项目策划、物业管理等上下

                    游环节在内的房地产相关流程“全流程”产

                    业链。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星海名城组团三商铺B-1

钟添森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顶尖美速运（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海上、航空、陆运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

                    理；物流信息咨询；提供搬运、装卸业务及普

                    通货运等。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海城新村三区81栋

方翠良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半导体，电子元件, 技术开发设计。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宝深路国民技术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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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晁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广东好吉色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合伙人&股东

经营范围：打造药同源大健康、快消化第一品牌，随着
                    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快消品产品升级、消
                    费升级、向着大健康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
                    明朗化 !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施行药同源疗
                    配方快消化的企业。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1110号中油大厦2012室



谢盛森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特灵科创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投资项目策划；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地         址：深圳市南山街奥海街道文心五路85号闽泰

                    大厦B区1401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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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国艺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电气上
                    门安装工程，管道和设备上门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建筑工程劳务分包，防护材料的技术开发，防火材料、
                    涂料的销售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金石路2800065号厂房2107

叶     明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前海海豚公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 ，智慧酒店 ，弱电智能化 ，月子中

                    心，设计与施工。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能慧谷A座1211室

揭丽娅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天健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房建工程、机电工程。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天安数码城801

温     东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泰和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酒店、高端写字楼、商场、别墅、会所等室内外

                    照明灯具。

地         址：东莞市凤岗镇碧湖大道翼达龙科技园A栋4楼

李    阳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伟英杰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豪骏达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消防逃生门锁、防火门监控器、
                    闭窗器、防火逃生门控制系统、天台逃生门管理系统
                    的解决方案；以及门禁、监控、智能门锁、建筑智能化
                    工程、智能家居等相关的消防产品、五金产品、安防
                    产品的咨询与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桔坑路35号金奥工业科技园A栋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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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涛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鑫德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钢结构，玻璃幕墙，全铝合金家具厨具，金属

                    装饰类工程的制作与安装。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元芬新村64号

温观福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平安保险  资深业务经理

经营范围：平安保险、综合金融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安吉尔大厦

李超群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深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家用、商用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水冷空调洁

                    净车间、手术室、环保空调、油烟净化等。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布龙路三合二新村34-1

康    丹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众匠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自动化设备(自动螺丝机、非标自动化、设计、

                    安装调试、售后）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山大道致

                    高工业园3号厂房B栋四楼

肖欣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达济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包装（纸箱、纸盒、珍珠棉)

地         址：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横塘路4号第5栋

江维东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众匠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总经理

经营范围：机械制造及加工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燕罗社区燕川大道3

                    号致高工业园A区B栋4楼

陈石金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分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经营范围：建筑结构工程师，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设计、结

                    构检测鉴定、建筑结构加固补强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15层

谢贤春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春晓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网络商务咨

                    询、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经营电子商

                    务，经营进出口业务，网络技术开发、网络

                    技术咨询、网络技术转让、网络技术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新景大厦509

肖豪城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豪城设计商业策划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场地选址租赁 精品空间设计 新材料研发销

                    售别墅、办公、展厅、酒店&KTV设计 软装选

                    配陈设一体化服务商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宝能科技园香江家居3楼C3028

刘春根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万河丰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豪斯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酒店、会所、KTV、售楼处、别墅、办公室设计；

                    像木门转印门、碳晶门、生态门、强化门、烤漆

                    门及木饰面批发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木棉湾育苗路7号A栋3楼301

黄长秀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维琦格服装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经营范围：定制公司企业、工作服装、职业商务服装、活

                    动服装等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民二路25号宝江

                    大厦B1310

江文清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富美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房地产代理（珠三角一手楼代理及销售）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松茂御龙湾1A07

康贵文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麦克维尔空调有限公司  工程师

经营范围：中央空调研发、制造

何华兰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宝安区荷花茶酒/三丰驾校  总经理

经营范围：普洱茶、单枞茶、新宝堂陈皮，红酒，白酒，洋酒中高端
                    批发定制，集中产地优势以批量品类包销的模式主打
                    高性价比，精心设计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方便企事业单
                    位进行标识、单位名称、活动名称等特色印刷定制。驾
                    校招生：易学快班，45天拿驾驶证，考驾照、代办违章、
                    转证、换证、补证、买卖汽车、保险，汽车一条龙服务。
地         址：深圳宝安御景国际酒店大堂荷花茶酒店
                    深圳市宝安区盐田街1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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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威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大学材料学院  
电子材料与器件博士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南科一路深圳大学  

                    西丽校区

钟志鹏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君元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电商（防疫用品、数码配件）。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南联植物园路272号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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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宏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惠州市矩匠家居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定制家具

地         址：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人民一路8号

王建国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经营范围：房地产（新房、二手房、厂房、地皮、金融交易等）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荣路绿景蓝湾半岛中原地产

阙    峰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顺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flash电子料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福龙路祥昭大厦507

李文滔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快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金蝶事业部负责人

经营范围：互联网ERP行业（金蝶ERP软件）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软件园二期14栋

                    北座603

胡均钰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天道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快销品（食品类)

地         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振兴路33号第10栋一楼

虞    丽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老上海裁缝铺  总经理

经营范围：服装量身定制（旗袍、西装，礼服，团体服装、

                    舞蹈演出服的中高端量身定制）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盐田社区上三村老上海裁

                    缝铺

谢芳汨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广东恒天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程 、市政公
                    用工程、钢结构工程。
施工范围：银行、学校、医院、影剧院、KTV、别墅等施工及设计，资
                    质范围施工总承包、装修、幕墙一级、消防、智能化园
                    林绿化二级等资质提供挂靠服务。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龙光玖钻丙期3A座
                    1801号

杨弗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富康美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印刷包装（说明书、彩盒、礼品盒、标签、纸品

                    印刷定制）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鹅公岭社区大岭路88号

陈节怀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创科幕墙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顾问工程师

经营范围：建筑幕墙工程设计、金属门窗工程设计、附属

                    钢结构雨棚设计；门窗幕墙工程技术顾问；门

                    窗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佳利科技大厦510室

李雨禄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惠州市伙伴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工业地产（工业厂房出租，出售，工业土地出 

                    租，出售，业务覆盖整个珠三角）

地         址：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秋长街道长富商业广场

                    旁伙伴地产

廖敏章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广东方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经营范围：消防产品

地         址：东莞市常平镇司马村

傅爱荣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爱车迷汽车服务中心  专修顾问

经营范围：汽车维修服务！新旧车交易。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坪公路236号

林悦飞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金圆统一证券深圳分公司  机构业务总监

经营范围：投融资综合服务（证券交易、投资咨询、股权

                    融资等）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国储能大厦38F

陈    强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员
深圳市迈科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经营范围：数码显微镜，数码放大镜，数码望远镜等电

                    子产品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运昌路上合工业园

                     B2栋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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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提 升 党 外 代 表 人 士
政 治 理 论 水 平 和 综 合 素
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12月8日，兴国县工商
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在兴国宾馆
酒店召开。我会执行会长
钟海代表商会参加了此次
会议。

为提升党外代表人士政治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12月8日，兴国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在兴国宾馆酒店召开。我会执行会长钟海代表商会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是在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沿着解放思想、内外兼修、北上南下实践路径，奋力实施“主攻工业、三年翻番”、“六大攻坚战”，开启“十四五”
新局，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解放思想、凝心聚力的大会。

县委晓军书记作了讲话，对县工商联十二届执行委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殷切期望。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工商联党组书记杨小妹亲临大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作总结讲话。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兴国县工商业
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届执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兴国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三届执委会和领导班子。我会钟
辉红会长被聘请为兴国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三届执委会名誉会长。

会议要求，县工商联及直属商会、外埠商会继续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指导”的方针，
要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建设，引导他们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
心和对社会的信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抓好教育引导、“党建+”、宣传调研、组织发展、会员服务、乡村振兴及自身建设，
不断推进工商联各项事业的发展。

热烈祝贺兴国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召开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Xingguo County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13th National Congress was successfully held

为进一步做好商会工作，根据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换届委员会有关工作要求，11月29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召开第二
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在第二届会长钟辉红公司（龙光地产）召开。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第二届会长钟辉红，执行会长、第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协助副组长钟海，监事长陈河军，副会长刘国
民，常务副会长、第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组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第三届监事长候选人曾玉坤，第三届常务副会长候
选人曾凡博、钟海华、罗卿珊，第三届副会长候选人肖忠慰，第三届拟任秘书长宋愈平。

会议由钟海执行会长主持，会议听取了钟海执行会长及第三届商会秘书处宋愈平有关近期换届工作的相关汇报。 
会上，钟辉红会长指出：感谢辛苦各位换届成员的近期工作，用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工作促进商会的发展，为会员企业多

办实事，多办好事，使商会真正成为温馨和谐的会员之家。妥善做好有关换届工作，为商会顺利换届成功举办做好精细安排。
并就商会换届工作的开展提出要求。

会议还就顾问的入会标准制定事宜进行了讨论，同时对换届的其他工作做出了相关安排。
会后，钟辉红会长安排了餐聚。

凝心聚力 再创辉煌
深圳市兴国商会召开商会换届选举会议

Concentrate on creating brilliance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held 

the general election meeting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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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号召，县工商联及直属商会、外埠商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广泛凝聚非公
经济人士力量，积极履行职能，促进“两个健康”，为实现兴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大会各项任务，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向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

凝心聚力 全力以赴
深圳市兴国商会召开第二届常务理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及换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Concentrate and go all out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held the second standing council

18th meeting and 7th Meeting of the general committee

因年会时间临近，为进一步落实年会布置安排相关工
作，12月12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理事会领导班子在
商会办公室（福田区竹子林三路竹盛花园三期裙楼201-D）召
开了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换届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会长钟辉红，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
名，执行会长、第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协助副组长钟海，监
事长陈河军，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张云朱，副会长刘国民、
谢玉华，常务副会长、第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组长、第三届
会长候选人肖和平，常务副会长、第三届执行会长候选人潘
亮，第三届监事长候选人曾玉坤，第三届常务副会长候选人
钟海华、罗卿珊、姚声良，第三届副会长候选人肖忠慰、危
先斌，秘书长刘华，理事李爱民，第三届拟任秘书长宋愈
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书长谢芳腾等秘书处工作人
员。会议由常务副会长、第三届执行会长候选人潘亮主持。

常务副会长、第三届执行会长候选人潘亮代表换届工作
委员会汇报换届工作进展及面临的问题，逐一解读了此次会
议的相关议题，议题内容主要包括确定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
届第四次会员大会、暨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理、监事就
职典礼会议流程，年会奖项及评比，年会参会人员的邀约情
况、接待嘉宾方面及安排等事宜。

钟辉红会长对换届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予以肯定，表示经
过充分讨论和交流，大家凝聚了共识，确定了方向，对相关
议题有了决策，会议流程要做细，邀约工作要跟踪好，奖项
设置要合理，妥善做好有关换届工作，为商会顺利换届成功
举办做好精细安排。并期望商会越办越好，服务更多的会员
单位。

会议就上述议题形成了相关决议并表决通过。会后，第
二届换届工作委员会组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安排餐
聚，商会终身荣誉会长郑辉及顾问周志林共同参加并与大家
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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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讯：2020年12月20日下午2时，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第四次会员大会暨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
会暨理事、监事就职典礼在深圳市龙华区希尔顿逸林酒店隆重召开。深圳市兴国商会终身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
长萧文全、高级顾问谢军生、王昌逵，顾问钟经跃、陈修烽、梁惠元、钟世华、谢芳谷、黄中华、胡怀标、刘福
音、俞扬春、张华生、周志林、江正康、戴辉庆、邱平洋、刘志红，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商会会长钟辉红、监事长
陈河军、执行会长钟海，常务副会长钟林、张云朱、肖和平、潘亮、钟建华，副会长刘国民、曾凡博、李思成、罗
卿珊、谢玉华、王正泉，秘书长刘华以及监事、理事、会员及领导嘉宾朋友等近300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第四次会员大会
暨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暨理事、监事就职典礼隆重召开
The second and fourth general meeting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first general meeting of the third session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was grandly held

第二届会长钟辉红上台祝福道，第三届的集体一
定会在我们第二届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我们通过商
会的理念，理顺一些工作，一定能够做得更加扎实更
加好，更加完美，可以弥补我在过去三年里的希望。
未来的第三届，第四届的领导团队，能够找到一些更
好的发展方向，让我们商会发展得更好！

第二届执行会长钟海作商会工作报告，钟海满怀
深情地感谢了第二届所有会员及工作人员后，对三年
来的工作做了总结。报告指出商会第二届组织或参与
的大小事197件，主要汇报如下：第二届公益慈善事
业活动17次，组织接待嘉宾共19次，走访会员企业和
拜访高级顾问、顾问及兄弟商会共31次，商会党支部
成立、组织会议和活动5次，第二届商会组织精彩活
动29次,我会应邀参加了55次深圳市江西省、市、县
兄弟商会及其他地区商协会年会庆典或会议，第二届
参加社会各界合作交流活动16次，第二届商会共召开
18次常务理事会、2次理事大会、2次顾问大会、3次
会员大会，积极宣传家乡，整理发表介绍兴国人文历
史文章共计88篇。

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作工作报告 第二届监事长陈河军作监事会工作报告 第二届监事钟恩华作财务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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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深圳市兴
国商会章程》的变更会费标准。审议通过
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办法。向会员
介绍第三届候选人、执行会长、监事长、
常 务 副 会 长 、 副 会 长 、 监 事 、 理 事 名
单 。

就职典礼上，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
战部长李亮生宣布了商会选举结果，肖和
平当选新一届会长,潘亮当选执行会长，
曾玉坤当选监事长，张云朱、钟建华、罗
卿珊、钟海华、姚声良当选常务副会长，
钟辉红、陈河军、钟海、刘国民、谢玉
华、李思成、肖忠慰、危先斌、廖观银当
选副会长，宋愈平被聘任为秘书长。

肖和平会长致辞时表示：对于担任商会第三届会长，感到光荣、神圣，又感到责任的重大，感恩两地领导和全体会
员的肯定与支持。今后，商会将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加大反哺家乡建设的力度，深入投入家乡的建设，商会将做好
与政府招商衔接；二是强化宣传、壮大商会力量、扩大商会影响力。

商会第三届执行会长
潘亮致辞时表示：感谢长
期以来关注、支持商会发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感恩
商会全体会员的努力与付
出，新一届商会领导班子
将继往开来，务实创新，
全心全意服务会员。希望
广大会员凝心聚力，共同
打造一个更具创造力、凝
聚 力 与 影 响 力 的 兴 国 商
会！

第三届监事长曾玉坤先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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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商会不仅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理事、会员举行了授牌仪式，也对在2020年大力支持商会工作、热心服
务会员企业的会员给予了隆重表彰，并为秘书长、执行秘书长、副秘书长颁布了聘书。

晚宴上，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外，现场还进行了气氛高涨的抽奖活动，整个会场充满欢乐、祥和、团结的氛
围，歌声嘹亮，乡情浓浓，大家不仅在庆祝过去，也在期盼着2021年一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52  / 深圳市兴国商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 / 53

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自2020年12月20日换届后，一周以来得到了深圳各界乡贤的高度关注，不少优秀乡贤经商会成员热心推荐，纷纷
加入到商会大家庭。截止25日共有5位优秀乡贤加入到商会。执行会长潘亮代表商会为新进成员颁发会员证书及牌匾，
并热烈欢迎大家的加入，同时对热心推荐的商会成员表示忠心的感谢，商会因为有大家的关注、引荐、支持和帮忙，
将越来越好。

商会活动之新成员入会
换届后一周以来新成员入会篇

New membe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ne week after the change of office, new members joined the club

新成员名单表
姓名 所属乡 公司名称 公司所属区 业务范围

黄辉 崇贤乡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福田区
房地产代理

（新房二手房代理）

房地产代理
（新房二手房代理）王建国 崇贤乡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福田区

谢春财 良村镇 深圳艾拓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宝安区

做账报税、商标、

专利、公司注册、

年审

李文滔 江背镇 深圳快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南山区
互联网 ERP 行业

（金蝶 ERP 软件）

邱日瑞 崇贤乡 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 福田区 风险管理顾问

▲  激动人心的抽奖活动

▲  祝酒环节剪影▲  启动仪式合影

▲  现场合影



深圳市兴国商会已成功完成换届选举工
作，在2021年伊始，1月8日下午，深圳市兴国
商会第三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会长肖和
平公司办公室（深圳市万河丰现代农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隆重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
有会长肖和平、党支部书记刘扬名、监事长曾
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
海华、姚声良、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廖观
银，秘书长宋愈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会议
由秘书长宋愈平主持。

会议开始首先由肖和平会长发言，肖会长
在会上表示商会于2020年12月20日举办换届大
会，原本在换完届后应该马上进入到工作状态
当中，召开第三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但
由于个人特殊原因，开完换届大会的第二天就
回到了江西，期间由执行会长潘亮及秘书处为
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进行筹备，调整到今天
正式召开，在此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随后就
此次会议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随后，秘书长宋愈平对秘书处本周工作作
总结及汇报：

第一，2020年12月28日，第二届秘书长刘
华已与第三届秘书长宋愈平在监事长曾玉坤，
执行会长潘亮，监事王华喜、钟恩华的见证下
顺利完成了工作交接，包括账务交接，两届秘
书长已编制了交接清单，相关人员在交接清单
上签字确认。

第二，换届后报备工作准备情况汇报；
第三，本会成员信息资料提交情况及网站

信息内容更新工作进度情况汇报；
第四，本会会员会费开具电子票据情况汇

报。
会议上还就强化倡导会员入会制度、学习

BNI模式、帮扶会员方案等事宜进行了讨论，
同时秘书处还制定了工作计划。

会上监事长曾玉坤表示商会需要发展，我们就要有更宽的胸
怀，多去发掘新生力量，让年轻一代感受到商会的温暖,更好的
延续传承。

会长肖和平在会上表示接下来将尽全力带领大家有方向、有
目标的地进行、循序渐进地发展商会。

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表示感谢和平会长和潘亮执行会长邀请我
参加今天的理事会。邀请党组织书记参会，符合文件精神，符合
上级规定，是明智的，是要加分的。书记参会要求常态化，制度
化，多沟通，多协商，形成共识，有利于得到上级支持，有利于
工作开展。全力支持会长、执行副会长和理事会的工作。党支部
做会长和理事会的坚强后盾。希望在肖会长的带领下商会越办越
兴旺。

会上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姚声良、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
刘国民、廖观银均都在会上为商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刘国民副会
长还在会上为大家分享讲解关于BNI管理模式。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
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成功召开

The third session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uncil was successfully held

会议通过大家的一致决议如下：
一、强化倡导会员入会制度
1、为了商会更良性、更好的发展，强化倡导会员入会制度，入会实行推荐机制，同时为了让新成员更好更快地融入商会大

家庭，秘书处将安排最少一位常务理事会成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到场见证新成员入会。
2、自荐入会，无人推荐入会的情况下，秘书处必须有1人作为推荐人。
3、鼓励大家推荐优秀的乡贤加入到商会，同时也希望在深的兴国籍人士自我推荐加入到商会。
4、办理入会手续根据人员的多少采用集中式（由秘书处根据情况安排）。
5、入会人员在办理入会手续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缴纳会费。
二、学习BNI模式
通过学习BNI模式，走访商会成员企业时将多方位考虑，让同区域的成员、同行业、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的成员能够进行

深度交流及商务对接。
会上执行会长潘亮表示学习BNI模式首先应多参加一些交流性的活动，就此方面相关事宜已与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

等讨论过，并计划作以下安排：
1、建立咨询小组（各行业的）；
2、增加企业走访，在走访的过程中强调：为了更多的商会成员能够参与走访，把更多的机会留给理事及会员，同时考虑同

行业、同区域、上下链的对接等原因，建议常务理事成员参与人员控制参与人数。
3、为了更好地服务会员、会员之间更好的资源对接，商会的成员之间如有产生商务交易的往来（资源对接成功）产生的价

值金额在5000元以上的，上报到商会（秘书处），由秘书处做归档并进行相关信息宣导。
下午5点会议结束，热烈祝贺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成功召开。

▲照片从左往右：肖忠慰、姚声良、钟建华、潘亮、曾玉坤、肖和平、刘国民、钟海华、廖观银、宋愈平

▲会长肖和平在会上发言 ▲会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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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员入会篇（二）
Entry of new members

自2020年12月20日换届后，深圳市兴国商会持续得到了
深圳各界乡贤的高度关注，不少优秀乡贤经商会成员热心推
荐，纷纷加入到商会大家庭。

2021年1月27日执行会长潘亮代表商会为新进成员颁发
会员牌匾，并热烈地欢迎大家的加入，同时进行了座谈交
流。

今日到访商会的人员有：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
建华、副秘书长吴运优、理事钟治新、陈奖辉、赵李平、叶
玉明、邱日瑞、谢水香、黄辉、会员肖欣生、王建国。

交 流 会 上 大 家 互 相 进 行 了 自 我 介 绍 （ 公 司 经 营 领 域
等），随后执行会长潘亮跟大家介绍了到场的商会成员，并
就商会发展史及运营情况、商会后续发展规划跟大家作了详
细的介绍。

潘会长表示商会是在第一二届导领班子的不断的努力
下，发展到现在第三届，以会长肖和平为首的领导团队。商
会是以服务会员为中心，经常开展各式的服务活动，促进了
会员与会员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对接，从而加强了会员企业
的发展。会员同时也服务商会，商会的成员都特别具有情怀
和奉献精神，就今天到场的叶玉明理事就为商会送来了，公
司（深圳市中讯智控有限公司）生产的“报警器”和“全景
摄像头”,为商会的财物保驾护航。还有邱日瑞理事、肖欣生
会员送来了茶叶和水果。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
所有热心推荐的商会成员，还有一直关注、关心、支持商会
的人员。后续商会将开展更多的会员服务活动，例如成立：
不动产咨询小组、法律咨询小组等等，期待大家的参于。也
欢迎更多的各界优秀乡贤加入商会。

新成员名单表

姓名 所属乡 公司名称 公司所属区 业务范围

应学宏 良村镇 易站通（深圳）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福田区 财税代理、工商许可证办理

兴国县富硒功能农特产品钟海莲 永丰镇 深圳前海安全农业有限公司 福田区

福田区吴运优 良村镇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商研究会

房地产（新房、二手房、写字楼、厂房、地皮等），
企业战略、文化研究，教育培训等。

交流会上常务副会长钟建华、理事钟治新、陈奖辉、赵李平等均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历与加入商会后对事业
发展的影响，座谈交流氛围活跃，大家互相进行了深入交流。

座谈交流会在愉悦的氛围中结束。再次感谢理事叶玉明、邱日瑞、会员肖欣生为商会及此次活动赠送的“报警器”
和“全景摄像头”，茶叶和水果，也感谢所有热心推荐的商会成员，还有一直关注、关心、支持商会的人员。同时欢迎
更多的各界优秀乡贤加入商会。

▲座谈交流

▲执行会长潘亮为新成员颁发证书及牌匾 ▲理事叶玉明调试摄像头及报警器

▲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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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召开秘书处
年会工作总结暨表彰会议

I will convene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ecretariat

Work summary and commendation meeting

深圳市兴国商会2020年年会及第二届换届大会于12月20日落下帷幕后，为更好的创新策划，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及有序执行
今后的商会活动。根据肖和平会长指示，2021年1月31日下午，我会召开秘书处年会工作总结暨表彰会议。

到会人员有：会长肖和平、副会长钟海、理事吴培祥、温正平、温家强、陈祥斌、杨燕飞、黄甘霖、钟坚文、谢艳芳、会
员黄红、黄菊花、钟杨春、李阳、刘春根、康丹、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19人。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深圳市兴国商会2020年年会及第二届换届大会和筹备组突出及先进工作人员的决定》。经分管秘书
处工作的执行会长潘亮授权，由秘书处副秘书长欧阳瑞伟主持会议，筹备会务组成员及秘书处专、兼职人员参加会议。

秘书长宋愈平在作总结时指出，2020商会迎新年会及换届大会在全体会员、乡友的支持下，在各个筹备小组的共同
努力下开得非常成功，亮点频频，创下了会员们的现金赞助、物资赞助、参加人数的最高峰。

整场年会的会议内容、会场秩序和答谢晚宴均得到了领导和嘉宾们的一致好评。这些可喜的成绩既离不开所有会员
们的参与和支持，也离不开秘书长们的各负其责、紧密配合，离不开年会各筹备小组的认真负责、坚守岗位。

随后，参会成员对会务执行细节上的偏差和应变措施处理进行自查自纠，如会务前的沟通、会务签到和座席安排等
不足地方。个别成员也反映自身对工作岗位的要求理解不透彻，工作衔接滞后、协调反应慢，也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偏
差产生。

秘书长宋愈平对大家认真总结、自查不足的态度和高度责任感表示欣赏，希望大家在今后组织商会活动时要做得更
细更实更有质量和效益，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在社会各界面前更全方位地展现深圳市兴国商会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最后会长肖和平、副会长钟海为2020年年会及第二届换届大会筹备小组突出及先进工作人员进行颁奖并合影留念，
2020年秘书处年会工作总结暨表彰会议在热烈和欢快的氛围中圆满落幕。新的一年，让我们载誉启航，追光筑梦，再创
辉煌！

▲会长肖和平在会上发言

会上首先由会长肖和平发言，会长肖和平表示2020商会迎新年会及换届
大会能够圆满成功召开，离不开商会全体成员及在座的各位努力，在此感谢
大家的辛苦付出，商会将继续传承第一、二届等领导班子的优良作风，发展
商会。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家庭幸福、事事如意。

会上钟海副会长发表讲话表示此次换届大会是很成功的，在座的各位、
秘书处的、会务组的、接待组的、保障组的、后勤组等所有人员功不可没，
为大家的辛苦付出点赞，同时钟海副会长表示将在会长肖和平的带领下一如
既往地支持商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年新华章，深圳市兴国商会
今日举行开工迎春茶会

New year's chapter,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A spring tea party was held today

肖和平会长首先为家乡兴国、商会所在地深圳送上了美好祝福，对所有商会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并对
商会提出了勉励，希望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新的一年越办越好！

潘亮执行会长介绍了商会秘书处新成员，之后组织大家讨论相关议题：一是秘书处工作分工及日常值班制度问题；二
是会员企业走访及商会间横向联系问题；三是商会成员间资源整合及共享问题；四是顾问春茗座谈会问题；五是商会年度
工作计划等。会上，潘亮执行会长还向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及理事等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多发展新生力
量，多引荐优秀乡贤加入商会，让乡贤们能够在商会平台上充分涌流个人才智，为深圳市兴国商会、为兴国人民作出更大
贡献。

会议在一片欢快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相信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深圳市兴国商会将
续写华章，在新的一年里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春荣百业开大局俏春犹俏，岁
启八方绘新卷牛年更牛。

2021年2月22日上午，深圳市兴
国商会在驻地福田区竹子林举行迎
春茶会，正式开启新年工作。参会
人 员 有 会 长 肖 和 平 ， 执 行 会 长 潘
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罗卿珊、
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陈河军、
钟海、刘国民，秘书长宋愈平，副
秘书长欧阳瑞伟、吴运优，执行秘
书长李冬梅等。会议由执行会长潘
亮主持。

深圳市兴国商会
关于秘书处工作分工的通知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Notice on the division of work of the Secretariat

深圳市兴国商会全体会员：
近年来，深圳市兴国商会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凝聚力、向心力愈发增强，越来越多的优秀乡贤加入到商会的队伍，会员

人数持续增长。为适应商会发展需要，确保服务会员水平质量，让更多的优秀乡贤参与商会平台建设，经商会常务理事会议表
决通过，从即日对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处工作进行分工（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
1.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处工作职责及分工
2.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名单

                                                  深圳市兴国商会
2021年2月22日

附件1：
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处工作职责及分工
    一、工作职责
    1.全面负责商会秘书处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2.协助会长做好商会日常工作，对阶段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了解汇总，上报商会领导，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3.根据工作计划，督办检查完成情况；
    4.代表商会参加有关会议的活动；
    5.做好来访接待工作；
    6.负责商会与主管部门、业务指导等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
    7.组织实施本会会长办公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
    8.审阅来往公文、签署意见，并检查处理结果；
    9.审核修改商会文件、简报、会刊及大事记等材料工作。
    10.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地方的有关政策法令，并及时传达到相关领导、会员及会员企业；
    11.负责考察了解新增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理事，提交有关会议讨论通过。
    12.负责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会长办公会的筹备工作；
    13.负责督办行业抱团发展各小组开展工作；
    14.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各类会展、技术交流、技术合作牵线搭桥；
    15.完成会长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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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
2021年顾问春茗座谈会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2021 consultant Chunming Symposium

不忘初心，感恩奋勇前行。
三月的深圳，鲜花盛开，沐浴着春风,呼吸着宜人的春天气息，深圳市兴国商会迎来了换届后的顾问春茗座谈会。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过去的一年，商会做了哪些工作？换届后的商会领导班子，有怎样的管理思路？带着向顾问们虚心

请教的态度，2021年3月6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裕新路慧江集团会堂举行了顾问座谈会。
座谈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会场气氛和谐而热烈。

二、工作分工
根据商会章程及发展规划，对秘书处各成员分工如下：
1.综合事务部（办公室、财务、会费）：是商会负责内务、后勤及协作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商会各部的工作协调，及时

向秘书长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秘书长检查各部每月工作计划的制定、执行及落实情况;做好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管理，搞好商
会秘书处办公环境、公共卫生及形象工程的展示等。负责会费及捐赠费的收取、登记，并按规定办理手续；建立详细的会员档
案，搞好会员资料的整理、归档和管理。（李冬梅执行秘书长负责）

2.会员工作部：是商会负责发展会员，联络会员，并做好宣导推广,直接为会员服务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商会会员的发展
工作，做好会员入会的申请、考察、审核、通知等工作；以及会务组织安排工作；（温家强副秘书长负责，李冬梅执行秘书长
协助）

3.会务组织活动部：是商会负责开展会务活动，联络会员，并做好宣导推广,直接为会员服务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商会大
型活动组织筹备工作，做好会务组织安排工作；（刘小梅副秘书长负责，李冬梅执行秘书长协助）

4.对外联络部：是商会负责对外关系联络、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开展对外联络，与省
市各商会组织之间的往来与交流；加强与各兄弟商会的友好联系、互通信息、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欧阳瑞伟副秘书长负
责，宋愈平秘书长协助）

5.宣传部：负责商会文化建设，树立商会品牌形象；加强与有关部门联系，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学习班、培训班，宣传贯
彻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高会员企业的政策水平，丰富企业的管理营销知识；办好《深圳市兴国商会》期刊
杂志和深圳市兴国商会网站。负责自办媒体（含公众号）的宣传策划、栏目设置、采访编辑、设计照排、校对发行、维护管理
等，不断提高自办媒体（含公众号）的质量；协助构筑商会与政府、商会与会员相互交流、信息发布、资源共享的平台；负责
商会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工作，邀请社会有关媒体新闻记者参加，并与有关新闻单位建立稳定、友好的工作关系，保证商会对
外宣传的有效畅通；做好商会主要活动策划的宣传工作；协助各地兴国商会（包括兴国籍异地商会）的文化建设工作，协助会
员企业及在深兴商的文化建设、职业技能建设和社会公德建设，不断扩大深圳市兴国商会的社会影响。（吴运优副秘书长负
责，李冬梅执行秘书长协助）

6.顾问工作部：负责与在深党政军机关兴国籍人士及港澳台兴国籍人士的联络，获取资源，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加强与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联络；顾问座谈等会务组织；对外接待；顾问工作的起草、组织和协办；协助配合省市地县各级政府部
门招商引资活动；统筹安排商会重大活动。（刘华副秘书长负责、萧文全荣誉秘书长协助）

附件2：

萧文全
深圳市兴国商会 荣誉秘书长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宋愈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秘书长
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    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经理

欧阳瑞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深圳市中安智存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温家强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深圳市意点美广告有限公司  经理

刘小梅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深圳市中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理

吴运优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经理
深商研究会 副秘书长

李冬梅
深圳市兴国商会 执行秘书长

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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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肖和平、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长萧文全、高级顾问谢军生、钟瑞兴、刘扬名、田爱民、王昌逵、曾庆明、邱成
富，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顾问刘科键、梁惠元、黄中华、邱平洋、刘福音、刘志红、胡怀标、陈修烽、俞扬春、钟
经跃、张华生、邓生春、刘中华，常务副会长张云朱、钟建华、罗卿珊、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钟海、刘国民，监事王华
喜，秘书长宋愈平以及秘书处刘华、刘小梅、欧阳瑞伟、温家强，赣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 王健洪、业务科长徐伟、招
商队工作人员刘红、欧阳金、深圳市宝安区武装部副部长阎复名、深圳市四季甘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菲、原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医院主任医生雷跃、东莞市江西兴国商会长黄真贤、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万飞、慧江集团董事长助理喻素素等嘉宾
出席了会议。

高级顾问、慧江集团董事长谢军生对大家来到慧江集团参加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对兴国商会第一、二届的工作表示了
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商会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做了强调。希望商会发挥顾问们的特长，多向顾问们请教，多交流，并祝福大
家新年更好，商会更强。

高级顾问、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对商会党支部进行了介绍，并对历届商会领导班子对商会党建工作的重视表示衷心的感
谢。

荣誉秘书长萧文全对商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当选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感恩历届商会领导、会员的付出，感恩顾问及社会各
界对商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社会各界领导、商会顾问们继续支持商会的工作，也希望新一届商会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奋
发有为，将商会打造成为团结的、向上的、有格局的优秀商会。

执行会长潘亮代表商会对换届以后的工作向顾问们进行了汇报，就商会运营进行了四方面的规划，包括商会定位、商会目
标、商会价值观倡导及第三届商会工作的整体规划等。同时，将商会定位为“服务型”商会，即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服务乡
贤、服务兄弟商协会，以服务产生价值。进而建立有效机制，搭建资源平台，促进商务往来，发挥商业价值。从而更好的回馈
家乡、回馈社会。

赣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王健洪向大家介绍了东莞市赣州商会，对东莞市赣州商会成为优秀商会的原因进行了总
结，并对赣州市委、市政府确立的“三大战略、六大主攻方向”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希望深圳市兴国商会发挥自己的优势特
长，努力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去。

会议由秘书长宋愈平主持。
首先，参加会议的第三届常务理事会成员上台进行

自我介绍。
随后，肖和平会长代表商会致辞。肖会长对参加会

议的各位顾问、领导、嘉宾、常务理事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衷心的感谢大家对商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相
信在顾问们的支持下，在第三届常务理事及全体会员的
努力下，商会的工作一定能上一个新的台阶，相信商会
的明天会更好。

64  / 深圳市兴国商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 / 65

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互动交流环节，高级顾问王昌逵、刘扬名、谢军生、田爱民、荣誉秘书长萧文全等就商会管理、商会发展、顾问们对商会
工作的支持等话题进行了发言。

会议还举行了对部分顾问的授牌及颁发荣誉证书仪式。
 高级顾问、原盐田区政协主席钟瑞兴也兴致勃勃的来到会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商会的工作寄予厚望。

深圳市兴国商会在法律创意园
举办法律讲座-民法典专题座谈交流会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legal creativity Park

Hold legal lectures Symposium on Civil Code

《民法典》自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后，引
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各
企业家。为进一步加强商会法治宣传教育，让民法典的
精神深入每一位商会成员内心。4月25日下午，深圳市
兴国商会在会长肖和平办公室（法律创意园）顺利举办
法律讲座，主讲民法典出台后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活动特邀我会法律事业部副部长、监事、广东华商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华喜作了题为《民法典商事新规座
谈》的主题讲座，吸引大批商会成员到场聆听。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 执行会长潘亮、高级
顾问刘扬名、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姚声良、副会长谢玉
华、秘书长宋愈平、监事王华喜、钟恩华、理事鄢万
千、李爱民、杨聃、李小燕、曾榕、刘永辉、钟地长、
杨燕飞、邹家元、温正平、吴培祥、曹绪福、刘毅、刘
鸿名、黄传彬、邱日瑞、谢春财、刘国祥、阙善坚、刘
福全、会员刘先芳、谢玉龙、 赵春华、黄红、凌桂华、
叶丁有、涂晁荣、何华兰、黄长秀、温观福、萧豪城、
李超群、谢芳汨、副秘书长温家强、执行秘书长李冬梅
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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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深圳市兴国商会通过专题讲座形式，为会员提供法治宣讲服务，深入推进民法典广泛宣传，期望所有商会成员能保持
敬畏之心敬畏法规，坚定不移地做诚信守法的表率，积极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建设的提升。

秘书长宋愈平代表商会对王华喜律师为承办此次讲座表示感谢。同时他表示后续商会将开展更多的服务活动，努力服务会
员，并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商会平台建设和交流学习，努力提高商会整体素质，打造一流的服务型商会。

讲座结束后，参加此活动的成员还进行了相互介绍，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商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整个活动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感谢王华喜律师精彩的宣讲，感谢会长肖和平为活动免费提供的场地及音响设备等、

理事刘鸿名为活动赞助的翁田饮用水、会员涂晁荣赞助的好吉色饮品！感谢执行会长潘亮为工作人员安排的晚餐。

讲座开篇，王华喜律师首先为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成功创业历程，回顾自己如何
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随后以《民法典商事新规座谈》的主题开始为大家宣讲，并
就民法典的新规、法规讲解、案件分析等方面进行了一一讲解；通过法规，结合案
例，突出重点，深刻阐述了民法典的立法意义和重要性，特别是在如何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法人权责、财产性权利）、化解法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
用。

王华喜律师通过案例分析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宣讲，以问答的方式与大家进
行互动交流，让大家深入地了解民法典，从而更好地经营企业，降低企业经营中法
律风险以及规避企业家刑事风险。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精彩的法治课，得到了现场听
众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反响。

据王华喜律师介绍，华商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批获准设立
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综合性
律师事务所之一。华商总部设在深圳，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港中旅大厦21-25楼整
层，华商能熟练使用英文、日文、韩文等外语工作。

华商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其中既包括世界五百强的大型跨国公司，华商多次
被司法部，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以及国际知名法律媒体和权威机构评为中国顶
尖的法律服务机构。曾先后三次荣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民营领军骨干企
业”、“纳税百佳民营企业”等系列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荣膺钱伯斯公司/商事领域
第一等律所。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
第三次会议在诺诚荟成功召开
The third Standing Council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third meeting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Nuo Chenghui

为研究、部署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
第一次理事大会会议相关事项，5月16日
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在
诺诚荟（龙华区观澜大道152号）召开了
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商会会长肖和平，
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
长钟建华、钟海华、罗卿珊、肖忠慰、谢
志荣，副会长陈河军、钟海、李思成、刘
国民、谢玉华、危先斌，秘书长宋愈平。
会议由执行会长潘亮主持。

会议开始，肖和平会长对来参加会议
的人员表示欢迎及感谢，感谢大家在百忙
之中抽空参加会议，感谢大家为商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与此同时，他对
商会提出了勉励，希望深圳市兴国商会在
大家的努力下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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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大会
在惠州市巽寮湾金禧丽景仟玺度假酒店

隆重召开
The third first council meeting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Jinxi Lijing Qianxi resort, Xunliao Bay, Huizhou

Grand opening

随后执行会长潘亮为大家介绍了新入会成员⸺常务副会长谢志荣先生，谢志荣先生作了自我介绍（谢志荣：长
冈乡人；公司名称：广东博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广州市增城区；主营业务：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水
泥、矿渣粉、粉煤灰、沙石贸易、内河运输等）。参会人员热烈欢迎新成员的加入。潘会长希望大家推荐更多的优秀
乡贤加入商会，共同为商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此次常务理事会讨论了以下几方面事项：
1.商会闲余资金处理：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按照商会章程并报监事会通过后，合法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相关收益用于商会运营；

2.拟定本次理事大会各小组组长职责（需拟定草案
供会议讨论）；

3.会议主题问题：理事与会员权益方案意见征集、
商会新成员发展意见征集、商会平台价值发挥意见征
集、商会商务交易促进意见征集、其它建议。

会议讨论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对团购中可能涉及到的赞助比例问题、平台问题、售后问题、监管问题等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并形成决议。
二、对商会部门划分及部长、副部长人选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决议。
会议于19：00结束，会议结束后执行会长潘亮为大家安排了餐聚。

缤纷五月，阳光普照。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大会在风景优美的惠州市巽寮湾金禧丽景仟玺度假酒
店隆重召开，这是换届大会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凝心聚力、共享共建、共同发展的盛会。

5月22日8时30分，商会顾问、理事，自驾或乘大巴前往会议中心。途经巽寮湾天后宫景区时，驻足欣赏了岭
南民俗文化，聆听了妈祖的英雄传说。

下午2点，骄阳似火，大家满怀激情来到了酒店。伴随着主持人宋愈平秘书长抑扬顿挫的致辞，会议拉开了序
幕。

会长肖和平首先致辞，他代表商会对顾问、理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感谢换届以来大家对商会的倾情付
出。相信在顾问们的支持下，在第三届常务理事、理事以及会员们的努力下，商会的工作一定能更上一个台阶。今
后，他将更加积极地与会员们在一起，同谋划、共发展、勇担当、甘奉献。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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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商会工作情况。包括：
（1）优化财务管理制度，细化审批权限。严格执行采购前的请购、采购后的审批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财务监督机制，为商

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2）积极推荐乡贤入会,会员发展与会员授牌工作有序进行。自换届后不到半年时间，发展了3位常务副会长、20位理事、

3位会员，进展喜人。（换届后新增成员及推荐人情况详见附件）

商会党支部书记兼高级顾问刘扬名先生
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祝商会的明天
更美好。

宋愈平秘书长代表执行会长潘亮汇报了
2021年半年工作报告及执行情况，他从以下
几方面做了详述：

一是商会换届工作情况。2020年12月20
日成功进行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换届工
作，兴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兴国县人大
二级巡视员陈文俊、县政协主席魏国寿、县
委常委、统战部长李亮生等领导拨冗莅临并
指导，换届大会圆满成功。今年3月份完成了
审计工作，5月份完成了法人变更和2020年度
报告年审。

（3）加强联系，搭建各级桥梁，助推兴、深两地企业、个人的发展。1月13日，执行会长潘亮、副会长谢玉华赴
南昌市兴国商会学习交流；3月12日，肖和平会长，终身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长萧文全、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
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谢玉华等前往福田区多丽工业园科技楼四楼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
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学习、交流；4月5日，在执行会长潘亮的带领下，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理事邹家元、曹绪
福、张荣贵、会员肖豪城一行到兴国县经济开发区参加交流招商引资宣传推介会。

（4）组织会务、开展活动，积极服务会员企业。包括举行迎春茶会、召开了秘书处年会工作总结暨表彰会议、
举办迎新春顾问座谈会、筹备组织召开3次常务理事会议；走访企业、参加会员企业庆典（共计5家）；举办法律讲
座，开展茶艺插花活动、组织登山活动等。

（5）积极宣传家乡，感恩回馈家乡。2月6日，执行会长潘亮带领商会成员到兴国县第二医院爱佑残障儿童康复
中心，开展“不忘初心、点滴助人”的爱心捐赠活动。4月2日，执行会长潘亮、副会长谢玉华到家乡良村镇中心小
学、良村中心卫生院举行爱心捐赠活动。同时，整理发表有关兴国的历史文化文章，推介家乡。

（6）加强党建工作,积极发展党员，截止5月份商会有在册党员9人，入党积极分子3人；召开党支部会议2次；4
月5日组织成员在兴国中央苏区烈士陵园举行祭拜活动。

（7）重启值班制度，接待值班及到访人员。自3月1日开始轮值班，总体效果良好，轮值人员出勤率较高。
此外，还不断完善会员所属行业、经营范围及所能提供的服务等会员信息，为商会成员开具会费票据等。
监事长曾玉坤代表监事会做了工作汇报，他说，深圳市兴国商会换届以来按章办事，依规运作，秉承了“沟通、

互助、奉献、发展”的宗旨，目前商会运营处于良性健康发展中。为了商会建设、发展及全体会员的利益，热切希望
商会日益壮大，同时，他将继续加强监事会工作，保证商会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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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倡导“情怀第一、服务（奉献）优先、共建共享”的价值观。兴国在前，商会在后，没有兴国就不会有深圳
市兴国商会，作为商会成员，首先应具备浓厚的家乡情怀，以“情怀”为纽带，团结齐心，充分发挥出地域商会的价
值；商会服务会员，会员服务会员，会员服务商会，打造良性的服务循环，推动商会持续发展，让商会成员间互帮互
助，不断提升商会价值；加入商会只是第一步，共同参与商会的建设发展和组织活动，才能更好地了解商会、帮助商
会取得更好的发展；共建的同时，共同享受商会产生的价值。

此外，他也对商会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会议结束后，所有参会人员一起共赴晚宴，大家兴致高涨，频频举杯。觥筹交错中，资源获得了对接，信息产生

了流通，友谊加速了深化，商会平台价值最大化彰显出来。特别感谢常务副会长钟建华、理事李爱民为此次大会赞助
了价值各8000元的的酒水。

次日上午，参会人员乘船登上巽寮湾桃花岛游玩，继续深化彼此的友谊，拓展各自的资源，面对蔚蓝的大海，畅
想瑰丽的明天。下午2点返程，会议圆满结束。同气连枝，花开可期，我们期待下一次精彩的相约！

出席和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高级顾问王昌逵及夫人，高级顾问兼商会党支部书记刘
扬名，顾问陈修烽、钟经跃、周志林、胡怀标、吕维忠、梁惠元、愈扬春、肖华中、戴辉庆、刘志红、刘福音、荣誉
秘书长萧文全，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姚声良、肖忠慰，副会长钟海、谢玉
华、危先斌，监事王华喜及钟恩华以及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欧阳瑞伟、刘小梅、吴运优，执行秘书长李冬梅、以
及理事共88人。

会议还进行了四个主题及意见征集分组讨论（理事与会员
权益方案意见征集、商会新成员发展意见征集、商会平台价值
发挥意见征集、商会商务交易促进意见征集）及常务理事会成
员讨论环节。讨论积极、热烈，意见真诚、中肯，将对商会建
设和发展带来良多补益。

会议进行了颁证仪式。由高级顾问刘扬名、常务副会长钟
建华、监事长曾玉坤为新加入的常务副会长肖忠慰，理事钟坚
文、黄甘霖、钟杨春、黄红、黄菊花、肖宝华、黄继鑫、陈新
荣等颁发证书。新入会成员也一一作了发言，向大家介绍自己
及企业情况。

为感谢商会及广大会员参与促销活动，理事单位深圳市君
诚禅悦实业有限公司黄菊花女士向商会捐赠了预售茶叶团购赞
助款20650元人民币，并为商会颁牌，会长肖和平代表商会接受
了团购赞助牌。

会议还为商会副秘书长吴运优，六大部门部长王华
喜、钟恩华、潘亮、钟海华、钟建华、欧阳瑞伟分别颁发
了聘书。这六大部门分别是法务咨询服务部、财税咨询服
务部、知识产权咨询服务部、不动产投资咨询服务部、商
务及会员发展部、综合事务部，相信商会有这六大部门的
鼎力相助，各项工作将上升新的台阶。

最后，执行会长潘亮对商会的文化理念进行了精彩的
阐释。

他表示商会定位为“服务型商会”，目标是“打造好
兴国在深名片”：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服务乡贤、服务
兄弟商协会，以服务产生价值；以此为目标，商会将建立
有效机制，搭建资源平台，促进商务往来，发挥商业价
值。积极回馈社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做“兴国革命
先辈精神”的宣讲者、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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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无情，通辉有爱”
我会理事单位

深圳市通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免费为商会成员汽车开展消毒服务

"The disease is ruthless, Tonghui has love"Council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Shenzhen Tonghui Automobile Service Co., Ltd

Carry out disinfection services for cars of membe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free of charge

疫病无情，“通辉”有爱。在这个疫情攻坚时刻，我会理事单位深圳市通辉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端午期间（6月11日
-30日）免费为商会会员车辆提供全车消毒服务。

自6月11日起至6月30日，通辉汽车服务公司共为37位商会成员车辆进行了全车消杀服务。
为感恩商会、回馈乡贤，通辉汽车服务公司用最热忱的态度、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水平，为会员车辆驱尘、去污、杀

菌。经过消毒后的汽车，让人倍感清新、豁亮，温暖无限��

我会在胜者之家有限公司
召开商会六大部门部长会议

I will be at winner's house Co., Ltd

Hold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f six major department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为组建商会六大部门，提高商会的服务水平，为商会成员服务，5月29日商
会六大部门部长在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公司胜者之家有限公司召开组建会议。

当天下午3点，商会六大部门部长（王华喜、钟恩华、潘亮、钟海华、钟建
华、欧阳瑞伟）及秘书长宋愈平、副秘书长吴运优、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准时参
会，会议由执行会长潘亮主持。

此次会议是响应筹备组建5月22日召开的理事大会会议决议，成立商会六大
部门，这六大部门分别是法务咨询服务部、财税咨询服务部、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部、不动产投资咨询服务部、商务及会员发展部、综合事务部。

会上六大部门部长分别对各自所负责的部门设定了服务宗旨、部门成员组建
思路及计划，以及各部门后期工作思路及规划。

会上大家集思广益，会议氛围活跃，为组建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建议和方
案，目前各个部门副部长人员配备正在筛选中，整个组建工作计划在6月底完成。

相信在大家的合力支持下，各部门正式组建完成后，商会有这六大部门的鼎
力助力，各项工作将上升新的台阶。

▲ 从左往右（吴运优、王华喜、钟恩华、钟海华、潘亮、钟建华、欧阳瑞伟、宋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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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峥嵘岁月 致敬退伍老兵
我会组织兴国籍在深转退军人庆八一

Recalling the extraordinary years  Tribute to veterans

I will organize Xingguo nationality to celebrate August 1 in Shenzhen

为庆祝建军94周年，感恩所有在深兴国籍转退军人对商
会的关爱与支持，深圳市兴国商会于7月25日下午，在深圳
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
此次参会的有商会转退军人刘福音、胡怀标、钟建华、钟海
华、刘国祥、钟坚文，在深兴国籍转退军人赖光英、李军
民、谢方松、李斌、许德辉，商会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
亮、秘书长宋愈平，以及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理事曾榕等。
活动由常务副会长钟建华主持。

当日下午，大家应邀相继来到辣么顺相聚。在这里、在
此刻，大家畅聊曾经的过去，回想一起入伍的时光。想起军
旅生活的点点滴滴，个个依然英姿飒爽、活力满满，依然是
那个最可爱的人。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随着这曲经典军歌响
起，在场的老兵们放声歌唱，唱出了军人的气魄，唱响了心
中的梦想。歌声回荡，记忆久久不能忘怀。

退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脱下军装，脱不掉心中的那抹绿
色，一日当兵，一生是兵，一夕从戎，一生光荣。

他们为自己曾经是一个军人感到骄傲、自豪。他们从未忘记
自己是一个兵，是军队的大熔炉造就了他们正直、忠诚、善良、
担当，这些转退军人有空军、海军、陆军、武警等，还有参加过
香港回归的驻港部队军人。

刘福音、钟建华、钟海华等作为转退军人代表，感谢深圳市
兴国商会，以及肖和平会长、潘亮执行会长等的关爱，组织了此
次活动，这是大家在深圳参加的第一次由商会组织的庆八一活
动！老兵们说：“我们是军人，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商会
需要，我们将尽自己的所能付出！我们永远是一支最坚强的储备
力量!”

军魂常在，承重国家梁，感染你我他！向转退军人致敬！
感谢会长肖和平、常务副会长钟建华赞助此次活动费用。

据公司总经理刘永辉介绍，这种
汽车消毒的方式叫雾化蒸气消毒，是
将消毒药水雾化成高温气体对车内进
行消毒，这样可以有效地杀灭车内大
部分细菌和病毒，还能消除异味，提
高车内的空气质量，整个消毒过程需
要40分钟左右，消毒效果良好。

商会为媒爱为魂，通辉汽车服务
公司为会员免费提供的消杀活动让我
们再一次感受到“商会”的意义和价
值，“兴国”的温暖与力量！

乡音满鹏城，奉献你我行！愿所
有商会成员都拿出爱心与行动，一起
叙写“乡情·奉献”精彩篇章！祝通辉
汽车服务公司生意爆表，祝深圳市兴
国商会壮志凌云！

参与活动的商会成员个个称赞通
辉行服务周到、贴心、专业。感恩理
事单位深圳市通辉行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刘永辉先生贴心的服务，为这种大
爱点赞。

深圳市通辉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来，坚持以最专业，最贴心
的 服 务 ， 始 终 以 客 户 至 上 、 诚 信 经
营、服务一流、专业规范科学管理为
工作目标。

经营范围：汽车美容，维修，保
养 ， 美 容 ， 钣 金 ， 喷 漆 ， 贴 膜 ， 改
色，车衣，年审，过户，保险，二手
车买卖等多项业务为一体的汽车连锁
综合性服务平台。

服务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
道高峰社区元芬工业区A栋1层

联系方式：刘永辉 13632760205

深圳市通辉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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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振国威 尊师重教敬园丁
我会举办庆祝教师节座谈会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prestige, 

respecting teachers, respecting gardeners

I will hold a symposium to celebrate Teachers' day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到来，为庆祝教师节，9月5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先生安排商会秘书处邀请在深兴国
籍教育工作者或曾经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过的部分教师在龙岗区布吉西环路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相聚座谈。此次座谈
会由萧文全老师主持。

参与座谈会的有曾经在教育战线教书育人的我会高级顾问曾庆明、高级顾问王昌逵、荣誉秘书长萧文全、顾问周志林、秘书
长宋愈平、副秘书长吴运优、监事王华喜、理事鄢万千、吴传辉，会员李峻，以及在深兴国籍教育工作者池汉明、庄丽、马辉
煌、肖伟元、郑代峰、罗绵景、欧阳月清，我会会长肖和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书长欧阳瑞伟等参加了座谈会。

下午5时，大家齐聚辣么顺土菜馆111房。
我会会长肖和平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提前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同时，对老师们教书育人、兢兢业业、无私奉

献的园丁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对大家一直以来对深圳市兴国商会的支持、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座谈会的老师们，他们中有医学教授、有艺术系教授、有曾经担任中小学各学科的教师以及现任的中学各学科教师、小

学各学科教师、小学校长。
这些辛勤的园丁们，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生、硕士生、科技型人才��，为国家的富强、进步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今天，大家齐聚一堂，为科教兴国而聚，为兴国乡情而聚，为国家的教育兴旺及乡村振兴而聚。
这些曾经的教师们，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教师生涯、过往的峥嵘岁月，感慨良多；这些正在为国家教育事业挥

洒汗水的在职教师们，为自己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而深感自豪。他们在一起畅谈教育体制改
革及党和国家重视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后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在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正大
踏步朝世界强国迈进。

大家各自进行了自我介绍，整个座谈会欢声笑语，气氛热烈。
我会高级顾问、深圳大学王昌逵教授，高级顾问、江西中医学院曾庆明教授作为参加座谈会的教师代表，对

参加座谈会的教师们表示敬意，对深圳市兴国商会以及肖和平会长等的精心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说，商会及肖和
平会长的这次座谈会安排，是商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在教师节前夕，我们这些曾经的教育工作者以及现在还在
职的教育工作者，在商会的安排下，我们能够齐聚一堂、用乡音、谈乡情；用情怀，谈发展。这是教育工作者的
荣誉和自豪，也体现了商会及商会领导尊师重教的拳拳赤子之心。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管在职不在职，教书
育人是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要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育人才，为家乡育人才，为国家的建设、为乡村振
兴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祝愿深圳市兴国商会兴旺发达！祝福参加座谈会的家人们教师节、中秋节双节快乐！

最后，在“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的口号声中，座谈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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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
第四次常务理事会

在龙华景心苑私房菜馆成功召开
The third session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fourth standing council

Successfully held in Longhua jingxinyuan private Restaurant

为研究、讨论、部署2021年年会等多项重大事项，10月23
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在龙华区华昌路富隆
特工业园内龙华景心苑私房菜馆召开了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四
次会议。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商会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
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廖观银，副
会长陈河军、刘国民、谢玉华，执行秘书长李冬梅。会议由执
行会长潘亮主持。

会议开始，肖和平会长对来参加会议的人员表示欢迎及感
谢，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会议，感谢大家为商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一年多来对商会工作的支
持。与此同时，他对商会提出了勉励，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商会越办越好！

随后执行会长潘亮围绕本次的会议议程与大家进行研究、
讨论并决议。

此次常务理事会讨论了以下几方面事项：
一、确定年会时间、着装等与会要求;
二、商讨年会赞助事宜;
三、研究新会刊广告招商方案;

四、年会会议形式;
五、年会会议预算表决;
六、策划筹备重要活动;
七、设置年度表彰奖项;
八、明确下年度商会发展方向及工作重心;
九、年度工作总结及建议。
会议讨论并形成以下相关决议：
一、初步确定年会在12月上半个月召开，并

对着装、参会要求等提出了要求。
二、本年度年会将开展赞助活动，欢迎商会成

员及社会各界人士报名参与赞助活动，商会将根据
赞助方的赞助金额提供宣传展示的方案（请有意向
人员与秘书处联系）。

三、新会刊广告招商方案参考商会现有招商方
案，A：赞助额度达现金一万元，赠送整版广告;
B：赞助物品价值达一万元，赠送半版广告；赞助
物品价值达两万元，赠送整版广告（物品价值及评
估方式以秘书处公布为准）。

欢迎商会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报名参与（请有意向人员与秘
书处联系，并在11月15日之前确定方案。）。

四、为加强会员间的沟通、交流，提升商会的凝聚力,商会倡
导“情怀第一、服务（奉献）优先、共建共享”的价值观，2021
年年会会议形式将以对内为主、分组探讨交流的方式进行。

五、策划筹备重要活动中决议关于赣深高铁通车首发仪式将
由我会主办，正在筹备中，届时将邀请相关人员及领导等参加赣
深高铁首发。

六、下年度商会发展方向及工作重心将从慈善公益活动、推
进党建示范点项目、创建5A级社会组织、商会纳新以及如何更好
服务会员、建立顾问委员会等五方面进行。会议探讨从明年开始
建立兴国慈善日，回家乡兴国开展慈善活动。今年的慈善活动初
步定在春节前举行。

七、年度工作总结及建议环节，参会的常务理事会成员从商
会工作成绩与改进方面都积极发言讨论，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

年度工作总结中大家一致肯定了秘书处的工作，监事长曾玉
坤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自重启轮流值班活动，商会形成了一个全新
的精神面貌，更加加强了凝聚力。在常务理事会成员的带领下,商
会成员都积极参与值班，吸引了不少新入成员，商会的队伍不断
壮大，从而更加扩大了商会的影响力，期望大家继续坚持努力。

受疫情影响目前商会企业走访活动较少，后续将加强会员企
业走访活动，扩大资源对接，所有常务理事会成员均表示将全力
参与企业走访，为商会的发展共同努力，热烈欢迎商会成员积极
主动向秘书处提出参访需求。

另外商会也存在客观的困难，如：商会人员多、
需求多，而人力不足等，如何提高大家的获得感，简
化工作量、如何扩大商会收益等等，还有常务副会长
陈河军特别提出的商会场地小，举行活动、会议受
限，是否考虑扩大活动场所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

执行会长潘亮在总结时表示很感动，并感谢各位
常务理事会成员对秘书处的工作支持，不知不觉，自
换届以来，到今天已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多
的时间里，商会以内主外辅的形式在运作。感谢第
一、二届领导为商会奠定的良好基础，第三届在肖和
平会长的带领下，顾问们的支持下，在第三届常务理
事、理事以及会员们的努力下，商会的各项目工作开
展顺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后续将与大家努力向提
升获得感、商会帮扶、商会互动，多开展并组织常务
理事会成员参与企业走访活动，服务好会员。

目前六大部门已组建正在试运营中，等六大部门
运营完善后，各部门部长及成员将对商会各项工作的
开展起到一个特别好的协助作用。针对扩大商会活动
场所一问题，后期将设立专项赞助金，解决此问题。

潘会长代表会长肖和平感谢大家共同为商会的发
展建言献策。今后，他将更加积极地与所有商会成员
在一起，同谋划、共发展、勇担当、甘奉献。希望大
家一起努力，共同发展！

会议于19：00结束，会议结束后监事长曾玉坤为
大家安排丰盛的晚餐，并提供了酒水。

▲ （前排从左往右）：刘国民、陈河军、曾玉坤、肖和平、钟海华、肖忠慰、廖观银
▲ （后排从左往右）：潘亮、钟建华、谢玉华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党员肖和平、潘亮、钟建华、刘国民、钟海华、赖智、黄甘霖、钟坚文、叶玉明共
10位同志、商会秘书处李冬梅。

此次会议主要内容有：
一、学习了中共中央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习近平主席会议精神；
二、学习了国务院及民政部关于加强党的政治要求相当内容；
三、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换届筹备情况；
四、刘书记结合文件精神为商会荐言。

刘书记表示大家要加强学习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商会在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家乡情怀贡献下，工作进展很顺利。经后将扩展兴趣学术（各行业间）的交流和学习、管

理的培训，加强政策的交流，把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在商会中传播，让商会整体素质提高。
商会党员们都很积极献言献策，赖智同志提议每个月组织一次党支部活动，大家分工好，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为刘

书记分担任务。
潘亮同志首先代表商会向刘书记汇报了商会的换届筹备工作情况，同时表示感谢党的好领导，现政策形式良好，大家应紧

跟党的政策。为完善及提高商会党支部工作，提议下一步将选一个副秘书长来全面负责安排党支部相关工作。
会议17：00结束，感谢刘扬名书记从惠州来为大家主持会议，感谢肖和平常务副会长为此次会议提供的场地，感谢赖智同

志为此次参会人员安排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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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召开党支部会议学习传达
中共中央第十九届五中全会

习近平主席会议精神
I will hold a party branch meeting to learn communicatio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meeting

2020年11月28日下午3时，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会议在第二届
常务副会长及换届工作委员会副组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公司
（大和丰中央厨房）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老会长、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主持，首先刘书记对商会新成
员（黄甘霖、钟坚文、叶玉明）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热情了解了3位新
成员的成长经历及工作内容、行业领域。高度赞扬了新成员的拼搏精
神，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并希望大家发扬家乡艰苦创业精神，勇于
创新。刘书记表示后续将开展联建活动，欢迎大家多参加党支部活
动、互相交流。



2021年3月13日上午，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第一次党支部会议在执行会长潘亮公司（胜者之家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会长肖和平、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副会长刘国民、谢玉华、理事

赖智、傅福生、黄甘霖、叶玉明、钟坚文、刘国祥9位党员及3位入党积极份子、执行秘书长李冬梅。
会议由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主持。

通过此次会议学习了党的两会文件及最新指导精神，研究讨究十四五（2021年-2025年）规划，制定2035远景蓝图基本现代化，
并了解了国家的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果及下一步将进行的乡村振兴规划。经济发展进入双循环，国内与国际循环相结合。产业转型，
突破封锁，完善民生制度等。

会上正式党员进行了自我评价，刘扬名书记、钟建华、潘亮、赖智、叶玉明、黄甘霖、钟坚文先后进行发言，大家对相关话题自
由发言，之后新加入党支部党员张华生、刘国祥，入党积极分子肖和平、谢玉华也先后进行发言。刘书记在会上对几位正式党员分别
进行了高度评价，同时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学习党的规章制度，了解掌握国家的政策方针，并积极参与党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与会议，
提高党性，为国家为商会贡献一份力量。

会上刘扬名书记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安排，并统一商议决定党支部会议最少一个季度召开一次，计划今年第一季度（4月
份）开展缅怀先烈活动，第二季度（7月份）七一建党100周年歌咏活动；第三季度开展一次大型支部联谊活动。

会上刘扬名书记提出要求党支部工作和商会工作要紧密联系，更多地融合，增加党员联系日，并对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要求大家
要学史明志、学史正身、拒腐、永葆青春、学史登高，望远世界。

大家在会上都很积极献言献策，并一致表示向刘扬名书记学习，在书记的带领下，积极努力地参加党组织活动，加强党性修养，
提高党性，为国家为商会做贡献。

随后执行会长潘亮针对此次会议所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安排，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为刘书记分担任务。
会长肖和平在会上做总结时发言表示商会党支部自2020年5月份成立以来，感谢刘书记及在座的各位党员为党支部所做的工作，

大家在忙各自的事业的同时，忙商会的党建工作，大家辛苦了！同时表示为完善及提高商会党建工作，将提供更大的场地及用具方便
开展各项党建活动及商会的活动使用等。

会议12：30结束，感谢刘扬名书记从惠州来为大家主持会议。感谢执行会长潘亮为此次会议提供的场地以及为大家安排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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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三届）
召开第一次党支部会议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third session)

Hold the first party branch meeting

参加人员集体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在烈士墓前肃立默哀，向为革命事业、顽强拼搏、奋勇献身的先烈们致以最崇
高的敬意。大家瞻仰了烈士墓碑群，大家看到烈士的生平介绍后，纷纷为先烈的革命精神而打动，为先烈们英勇顽强、坚
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所震撼。愿长眠在兴国土地上的革命烈士们英魂永垂不朽！

在这庄严的圣地，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带领深圳市兴国商会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兴国是全国著名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烈士县和满誉中华的将军县，全县姓名可考的烈士达23179名，长征路上几乎
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处处流传着感人的红色故事，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红色资源。

今年建党100周年，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商会党建工作，深圳市兴国商会于2021年4月5日上午
在兴国中央苏区烈士陵园举行祭拜活动。

此次活动由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主持。
参加人员有：党员代表刘扬名、傅福生、刘国祥、钟坚文，商会会员代表姚声良、谢玉华、陈奖辉、 欧阳瑞伟、 邹家

元、 温正平、钟地长、鄢万千、 邱日瑞、李赞辉、谢满荣、 萧豪城、刘春根、叶明、顾问代表俞扬春、钟经跃等。
清明时节，缅怀先烈。借清明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追悼长眠在这方热土上的英灵，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们

的丰功伟绩，表达我们的思念之情，告慰他们的在天英灵。
站在红军烈士墓前，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参加活动的人员深有感触地说，因为有先烈们不畏牺牲的奉献，才有

我们今天日益昌盛的国家。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努力奋斗，回报社会，把革命烈士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融入到推进组织工作的具体实践中，用实际行动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尤其是要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努力地为社会作贡献。

“清明时节  缅怀先烈”
深圳市兴国商会在兴国中央苏区

烈士陵园庄严举行祭拜活动
"Remember the martyrs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in Xingguo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martyrs' cemetery held solemn worship activities

（向所有烈士献花致敬）

首先刘扬名书记对大家准时参加会
议表示赞赏，随后对商会成员新加入党
支部党员张华生、刘国祥表示热烈的欢
迎，两位党员并先后进行了自我介绍。
之后会议正式进入主题。

此次会议主要学习和探讨了以下几
个方面：

一、学习党的两会文件；
二、党内民主生活会；
三、关于今年工作安排；
四、关于研究组织发展工作；
五、关于党会共建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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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中共深圳市兴国商
会党支部于6月19日下午在商会办公点召开党支部会议，特邀深圳市社会组织
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出席会议，与我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一起为各位党员
及入党积极分子上了堂党史学习教育课，让红色历史深入各位党员及入党积极
分子心中。同时见证了我会党支部委员选举。会议由执行会长潘亮主持。

会上，执行会长潘亮代表商会热情欢迎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
杨金才的到访。并向杨书记介绍了参会人员以及商会的发展史和商会未来的发
展规划，并一起观看商会宣传片，更进一步地了解商会的情况。

随后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在上会为大家讲述了自己在深圳44年的光辉历程。同时指导商会党员如何发挥
党员的作用，如何提高党性，做一个更优秀的党员，为社会，为商会作奉献。

潘会长对杨金才书记的精彩分享特别赞许，表示杨金才书记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感谢杨金才书记精彩分享，欢迎多来商
会指导工作。

会上我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代表商会党支部向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汇报党建工作，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
部自2020年5月22日成立以来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党委和兴国商会历届会长和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一直坚持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从严治党、争创一流”为宗旨。一年多来在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下，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回顾走过的路程，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健全组织、建章立制、党要管党；二是思想建设、理论学习、
常抓常新。

深圳市兴国商会召开
2021年度第二次党支部会议

——特邀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见证宣誓并指导工作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held  The second party branch meeting in 2021

——Specially invited Shenzhen Feder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Joint party secretary Yang Jincai   Witness, swear and guide the work 2019年12月21日，在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届三次会员
大会上作了党支部筹备工作报告，由于受疫情影响，支部的
正式成立时间后延了半年。

筹备工作开展后陆续有五位会员党员将党组织关系转至
商会，我也辞去深圳市老科协书记职务转到商会，共六位党
员，分别是潘亮、钟建华、钟海华、傅福生、赖智和刘扬
名，党组织关系都在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党委名下，使深圳
市兴国商会具备了单独成立党支部的基本要件，深圳市兴国
商会党支部为总会党委直属支部。钟坚文、刘国祥、张华生
陆续将组织关系转入，现有九位党员，具备成立支部委员会
的条件。我们今天的党员大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选举四名支
委。

中央明确定位，党支部是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履行政治责任。

商会党建是加强党对商会工作领导的需要，是商会自身
发展的需要，是商会会员政治成长的需要。商会领导班子成
员都非常明确。

我们商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整个社团组织中深圳
市兴国商会组成人员（含会员、理事、会长和顾问、高级顾
问）的党员素质是最高的。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占比
大，二是党龄长，三威望高，四是传承红色基因，是一支非
常优秀的队伍。占比大，高级顾问基本上都是党员，顾问中
多数是党员，会员党员占比也很大；党龄长，多数都有十年
以上党龄，有的已有五十多年党龄；许多党员在部队中立功
授奖，在地方是多年的劳模、先进生产工作者、商会优秀会
员、事业有成的创业者，其中有曾荣获省部级奖励的优秀企
业家、省级名老中医，有誉享一方的专家、教授、艺术家、
发明家。他们工作踏实，认真负责，对党忠诚，不仅业务技
术精湛，而且政治素质高，为国家、为企业、为单位作出了
较大贡献，真正是又红又专，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许多是
红军后代，从小耳染目睹，传承红色基因，对党怀有深厚的
感情。

在已转组织关系的九位党员中五位经受部队锻炼，三位
从驻港部队转业，荣幸参与接受香港回归，军政素质一流，
有的是尖子班的班长，真是百里挑一；一位是大学优秀班干
部；二位是家乡优秀青年，成功创业的企业家、金融家。

深圳市兴国商会中（或者说兴国籍党员）的党员还有一
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出产书记”（据粗略统计就有谢军
生、田爱民、曾庆明、刘志红、王昌逵、钟瑞兴、李爱民、
叶玉明、刘扬名）多数党员是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书记，深圳
市兴国商会这个大家庭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是一支非
常难得、非常宝贵的人才队伍，是做好支部工作和商会工作
的人才保障，输入强大的正能量，是无价之宝。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会领导班子都是由有情怀，讲奉献
的优秀乡贤组成。

会上刘扬名书记还为大家上了党课，以“红色讨米人”
为主题的党课，讲述了一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的“腰缠
万贯讨米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的故事。

这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故事，我们听过许多战斗英雄
的故事、劳模的故事、科学家的故事，却没听说过讨米人的
故事。

一个讨米人，一个乞丐，怎么能引起习近平主席的高度
重视，在千千万万的英烈中两次提到要向他学习，韫含怎样
的意义。



90  / 深圳市兴国商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 / 91

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刘扬名书记重点讲解了，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刘啟耀怎么会腰缠万贯，又为何要讨米度日，倒底发生
了什么，以及怎样向他学习。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
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决清除腐败毒瘤，永葆党的政治本色。

为加强党建，会上还进行了支部委员的选举，通过选举生产了四名支委，分别是潘亮 钟建华 钟海华 张华生。四位支部委员
分别向党委书记杨金才及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表决心。

会上还就关于成为党建示范点的方案一事宜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向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请教，为准备
方案提供宝贵建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带领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党旗下宣誓。

第一排（从左至右）钟建华、张华生、刘扬名、杨金才、潘亮、钟海华、赖智
第二排（从左至右）刘国民、刘国祥、谢玉华、叶玉明、钟坚文、黄甘霖、傅福生

为认真学习习总书记“要主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运用历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提高本领，增长才干，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讲话精神，7月8日，深圳市兴国商会召开党建示范点创新方案会议。福田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黄远康
等一行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座谈交流。会议由执行会长潘亮主持。

会上，潘亮代表商会对福田区工商联一行的到
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参会人员以及商会的发展情
况，观看商会宣传片。

党支部书记刘扬名代表商会党支部介绍了党建
工作，自2020年5月22日成立以来，在福田区工商
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从严治党、争创一流”的宗旨。一年多来工
作进展顺利，一是健全组织、建章立制；二是思想
建设、理论学习、常抓常新。

刘扬名书记从两方面介绍了党建示范点争创工作：
第一，深圳市兴国商会创建党建示范点的有利条件：一是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具备人才条件。二是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丰

富素材：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模范兴国；全国唯一的红军县⸺一个21万人口的小县、三个师（少共国际师、兴国模范
师、中央警卫师），9.3万人参军，全国唯一的烈士县，“漫漫长征路，里里兴国魂”，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有名的将军
县，共56名将军，包括著名的《长征组歌》作者萧华上将，陈奇涵上将。三是全县各乡镇都留有毛主席、周恩来、朱老总等革命前
辈的红色足印。四是百年党庆就有三处“兴国元素”，包括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和萧华将军《长征组歌》
中的《遵义会议放光芒》。可以说兴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着红色的基因，都有一个个红色的故事。

第二，如何努力打造党建示范点创新项目：一是以微视频方式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一个故事，备好一堂党课；
撰写论文，在相关报刊发表；制作红色微视频，形成党课经典教材，在商会和福田区工商联会员企业和所属行业商协会播放。

兴国商会党建示范点
谋篇布局争创优

Party building demonstration site of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Seek layout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会上还就关于成为党建示范点的方
案一事宜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向深圳市
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杨金才请
教，为准备方案提供宝贵建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书记
杨金才，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刘
扬名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党
旗下宣誓。

整个会议持续了3个半小时，会议
结束后还为大家颁发了建党100周年纪
念章及纪念品并合影留念。今日党员接
待费用是由常务副会长钟建华提供的。

感谢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
书记杨金才莅临商会指导工作，为党员
们上党课并见证我会党支部选举支部成
员、重温入党誓词；感谢党支部书记刘
扬名为大家上党课；感谢常务副会长钟
建华为此次会议提供的接待费用；感谢
深圳市中安智存科技有限公司欧阳瑞伟
为此次会议免费赞助的建党100周年纪
念书签，深圳市众腾通五金电子有限公
司廖观银免费赞助的建党100周年纪念
章。祝大家吉祥如意、财源广进！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
们的家！

我会参与此次会议的有：党支部书
记刘扬名，执行会长潘亮，顾问张华
生，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副会
长刘国民、谢玉华，理事赖智、傅福
生、刘国祥、钟坚文、叶玉明、黄甘
霖，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执行秘书长李
冬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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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建独具特色的党员活动室。在深圳市兴国商会办公处创建展现兴国特色的党员活动室。兴国是苏区模范县、全国将
军县、红军县、烈士县，又是习总书记高度赞扬腰缠万贯讨米人省苏区工商联主席刘启耀战斗的地方，在商会办公室创建活动
室，增设一面将军墙、一面苏区干部好作风墙、一面红军长征墙，党建宣传栏等。这独具特色的将军墙、苏区墙、长征墙，既
有家乡故土气息，又有强烈的历史感染力、震撼力，必将增强会员身为兴国人的光荣感、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刘扬名书记讲到创办党建示范点关键在创新，千人一面，千遍一律，没有特色，枯燥乏味，难有实效。深圳市兴国商会党
支部将充分用好深圳市兴国商会具有兴国苏区模范县、全国将军县、红军县、烈士县的红色资源，将党建工作办出特色，给人
以深刻印象，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启迪和教育商会成员。

黄远康同志表示，兴国商会成立以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牢记服务会员宗旨，为会员单位提供各项优质服务，积极引导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希望兴国商会积极发挥党组织作用，努力推动商会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一是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创
造性，进一步激励党员履行责任目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引导会员企业落实“三优三培”的党建工作机制，将优秀员工
培养发展成党员、将优秀党务工作者培养发展成企业管理者、将优秀的民营企业培养成党建示范单位，加强对会员企业负责人
的教育引导。三是以“组织引领、支部带领、活动得要领”工作模式，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党组织活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为“双区”建设、福田新三十年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我会参与此次会议的有：党支部书记刘扬名，执行会长潘亮，顾问张华生，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副会长刘国民，
理事傅福生、刘国祥、钟坚文、邱日瑞，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

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深圳市兴国商会组织会员实时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
真聆听、学习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各会员单位通过不同的方式收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庆典后，纷纷表示，非常荣幸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内心感到无比
震撼、喜悦和自豪，今后一定努力要求自己、步步踏实向前，向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学习,爱党爱国爱家、弘扬光荣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深圳市兴国商会组织会员
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

Member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Watch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党员、商会理事单位⸺北京汇成时代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刘国祥总经理带领
大家集中收看建党100年实况

党员、商会理事单位⸺深圳市中讯智
控有限公司叶玉明总经理带领大家集中收看
大会盛况

党员、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深圳市九
七六实业有限公司钟海华总经理在家收看大
会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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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深圳市兴
国商会组织会员实时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学习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圳
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100名“优秀党
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个“先进党支部”，鼓励“优”“先”，致敬
建党百年。

市两新组织党工委副书记、深圳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社会组织党委书记、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李文海，市社会组织党委委员、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第一书记
杨金才，万科集团创始人、总会会长王石，总会联合党委副书记张一莉等出席。总会
联合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武波主持仪式。

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获评优秀党支部
热烈祝贺我会在深圳市
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

举办的“两优一先”获表彰
The Party branch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rated as an excellent Party branch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Shenzhen social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The "two excellent and one first" held by the joint party committee was commended

▲我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参加会议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
重要指示和市社会组织党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暨基
层党建重点工作督导的通知》精神，中共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书
记刘扬名邀请商会高级顾问、慧江集团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谢军生
8月25日下午在商会办公点讲授＂弘扬苏区精神，争创新时代标兵
＂的主题党课。

党课以＂不忘入党介绍人＂开头。军生书记讲，我19岁入党，
至今已47年了，许多事情被遗忘，许多老同事、老战友的名字也忘
记了，唯有追求入党，以及入党介绍人的名字不会忘记。我们认真
学习，努力工作，按党员标准对照检查，汇报思想和工作，增强组
织观念，外出都要请假。我们订阅了党报、军报和《红旗》杂志等
各类报刋，每天阅读，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来到深圳还
一直坚持，那怕被人嘲讽，也不改初衷，以预防糖衣炮弹的腐蚀。

军生书记，从特区的发展变化，谈到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的
重要性。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就会走入歧途。习近平主
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
思想建设，把握政治方向，不走老路，少走弯路。

萧华将军的女儿萧霞经常跟我们讲述《长征组歌》的故事，父
辈们长征中的艰难历程，长征时红军穿着单衣过雪山，冰天雪地将
整连整营的战士冻成冰雕，听后至今令人落泪，当中许多就是我们
兴国人，我们家乡基本上家家都有亲属参军参战当红军。

我会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执行会长潘亮被评为“优秀党员”。
李文海局长指出，党建工作已成为总会工作的一面旗帜，希望总会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引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扩大党建覆盖面和影响力，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同时要积极引导广大的社会组
织从业者，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世界观和人生观，听党话、跟党走。

热烈祝贺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第六届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建党百年表彰会圆满召开，感谢总会联合党委对我会的认可，祝
贺我会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执行会长潘亮被评为“优秀党员”。标志
着我会党建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别开生面的党课  激情燃烧的岁月
A new party lesson  Years of passion

▲李文海局长和杨金才书记为先进党支部颁牌 ▲我会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获表彰



热烈祝贺
我会理事单位
钻石世家赣州万象城
新店开业！
warm congratulations

Council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Diamond family Ganzhou Vientiane city new store opened!

2020年12月24日上午，我会理事单位陈汉庚赣州首家以钻石世家
定制为主题目的新店，在赣州万象城【流光饰界】珠宝区盛大开业。开
业即繁华，新晋潮购地为赣州万象城实现“全域消费”格局增添助力。

高品质钻石、充满艺术想像力的设计及顾问式服务，使得Shining-
House钻石世家在业界享有盛誉并获得极佳口碑，成为钻石零售行业规
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品牌之一。ShiningHouse钻石世家不仅代表
高品种钻石，也具有强烈的艺术设计风格。无论是婚戒、吊坠、还是项
链，都有独特的清新之风，充满雅致且极具现代感。以更时尚、更多元
的手法描绘了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时代气息。体现Shining-
House钻石世家独特的魅力。

钻石世家携手新生代实力演员邓伦，开启无与伦比的光芒，演绎自
在新态度。2018年形象大使的佟丽娅亮相上海，见证钻石世家上海形象
店的揭幕，开启自在新光芒。

此次开业大秀，赣州万象城不仅身体力行地诠释了“让生活更美
好”的企业理念，也让消费者亲身体验到珠宝魅力，收获了更多消费者
的认可。

买珠宝钻石就选⸺钻石世家赣州万象城店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州大道8号
              华润万象城一楼珠宝区
联系电话：19136968652（微信同号）

当年的红军将士和苏区干部就是怀有坚定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讲话赞扬的刘启耀就是杰出的代表，就是我们兴国人，
苏区时建党、建军、建政、创造了一套成功的经验，我们要用好兴国的红色资源，讲好兴国故事，办好兴国事情。赣州市委非常
重视兴国，市委书记吴忠琼亲自挂点兴国，兴国將迎来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家乡会建设得更好。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今天的党课内容丰富，别开生面，记忆犹新。讲了党史，学了理论，明了形势，树了信心，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自商会党支部成立以来，积极努力开展支部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深圳市社

会组织总会联合委员会决定对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简称“两优一先”）等进行表彰。
经直属党支部推荐、严格考察、征求意见、结果公示等程序，全市共有100名“优秀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

个“先进党支部”获此荣誉，深圳市兴国商会成绩突出，赢得了“大满贯”，荣获全部奖项：
深圳市兴国商会党支部获评“先进党支部”；
支部书记刘扬名同志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
执行会长潘亮同志获评“优秀党员”。
就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特邀请高级顾问谢军生举行＂优秀党支部”挂牌仪式，并为优秀党员潘亮颁发证书及奖杯。

感谢高级顾问谢军生对商会的
关心以及对商会支部工作的支持，
相信有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深圳市
兴国商会将越办越好！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高级顾问谢
军生，商会会长肖和平，党支部书
记刘扬名，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
会长钟建华、钟海华，副会长刘国
民，理事赖智、钟坚文、黄甘霖，
谢军生助理喻素素、执行秘书长李
冬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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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会理事单位
深圳龙华大浪景心苑私房菜馆开业大吉

warm congratulations Council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Shenzhen Longhua dalangjingxinyuan private Restaurant Great opening!

我会理事单位深圳龙华大浪景心苑私房菜馆于2021年7月11日隆重开业，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亮、监事长曾玉坤、理事温
家强等20多人应邀请参加了开业剪彩仪式。

景心苑私房菜馆致力于弘扬健康美味的赣菜、粤菜两种特色餐饮文化，沟通乡土家园情怀、具有地域特色，精心为广大顾客制
作精品菜、良心菜，彰显赣、粤两大菜系的特色、香、味、形，让顾客品尝可口美味的同时，感受浓浓的家乡味、家乡情，体味一
种家的温馨和宁静��

景心苑座落在交通便利的龙华区华昌路富隆特工业园内，环境清新优雅，独门独院，适合商务接待，朋友小聚，休闲烧烤，娱
乐麻将，公司团建。

据景心苑私房菜馆曾勇权总经理介绍为满足各顾客的味蕾，本公司特别聘请了粤菜赣菜两位大厨，在传承赣菜特色的同时推
出粤菜特色餐饮文化，既有乡土家园情怀，也有地域特色味，适合各种口味的朋友。

在景心苑私房菜馆开业之际，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携全体成员祝景心苑私房菜馆开业大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客
似云来！ 

景心苑私房菜馆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华昌路212号
富隆特工业园9栋
乘车线路：6号地铁线-阳台山东地
铁站C1出口，步行1000米左右，
公交车M352、M420、M340、M580 
M301、M115、M516、E12
订房联系人：
刘先生 13418664468/13319485889  
(团建50人以内)
曾先生  18664342232          
谢小姐 18818699283

2021年1月13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
长潘亮、副会长谢玉华赴南昌市兴国商会学习交
流，受到南昌市兴国商会名誉会长陈联斌、会长魏
振华等商会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座谈会上大家各自介绍了商会的基本情况，就
商会会员走访、会员活动开展、未来商会发展等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南昌市兴国商会会长魏振华表
示，非常欢迎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潘亮一行来
访交流，2020年12月前往深圳参加深圳市兴国商会
第二届换届大会，让我印象深刻，并感谢你们热情
周到的接待；期待未来能和兄弟商会加强交流、合
作，共谋发展。

名誉会长陈联斌发表讲话时说：南昌市兴国商会自创立以来，
一直与深圳市兴国商会保持密切的交流，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互访交
流、加深合作，传承商会间的情谊。

我会执行会长潘亮，首先感谢南昌市兴国商会名誉会长陈联
斌、会长魏振华在百忙之中出席座谈会；其次转达了我会会长肖和
平的谢意及邀请：感谢魏会长上次千里迢迢前往深圳，参加我会第
二届换届大会，并邀请南昌市兴国商会的乡贤们前往深圳指导我会
工作；最后潘会长希望两会之间，传承友谊，互通互助，在商会工
作中互相学习借鉴对方良好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共同成长，并祝南
昌市兴国商会发展越来越好。

座谈交流会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祝南昌市兴国商会的乡贤们
2021年万事如意，事业辉煌；祝商会发展更辉煌。  

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
一行赴南昌市兴国商会学习交流

Executive chairman of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delegation 

went to Nanchang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study and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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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前往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学习、交流

I will go to Shenzhen service trade association

Study and exchange of Shenzhen SME Service Association

三月的深圳，春光明媚，到处是花的海洋。
为贯彻商会“内引外联，服务会员”的工作重点，以“走出去，引进来”为工作方针。3月12日下午，在我会肖和平会长的

带领下，终身荣誉会长郑辉、荣誉秘书长萧文全、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谢玉
华、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书长欧阳瑞伟一行前往福田区多丽工业园科技楼四楼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
会学习、交流。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执行会长，中小企业服务协会会长谢小彪、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中小企业服务协会秘书长刘亭亭、副
秘书长谢小虎等协会领导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肖和平会长一行。

宾主互相问候并落座后，肖和平会长和谢小彪会长各自介绍了己方的参会人员。郑辉终身荣誉会长代表我会向深圳市服务贸
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赠送了礼品。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执行会长、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会长谢小彪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商协会之间加强沟
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谢会长对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及工作进行了介绍：两个协会是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2008年3月成立至今已经13年，协会主要工作是为深圳市政府及服务贸易企业提供服务，
协会承接了大量的政府会展、推广、宣传、论坛等工作。在给会员服务方面，为会员争取利益、争取政府补贴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也经常组织会员前往国外、国内考察，会员受益良多。同时，服贸会与国际、国内许多机构、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服贸会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依托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协会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帮助企业
小升规、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做大做强方面有资源优势。只要是中小企业，填表后即可成为协会会员，免收会费。

我会肖和平会长对谢小彪会长的详细介绍及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深圳市兴国商会与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中小
企业服务协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2015年8月，我会副会长钟林先生与时任秘书长的萧文全先生等商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就曾代表
我会前来拜访贵会，并在此后的工作中与贵会一直保留良好的交流和合作。这次商会换届后，我们再次前来贵会学习，希望贵会
不吝指教，今后我会与贵会应继续加强合作。

萧文全荣誉秘书长介绍说：商会自2014年10月16日成立后，
确定了商会章程、宗旨和口号。建立了完善的各种商会制度，包
括财务、档案管理、会议、人事管理、采购管理、慈善募捐、值
班等制度及微信群管理办法。商会在郑辉、钟辉红、肖和平会长
的带领下，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萧文全荣誉秘书长介绍了商
会最具特色的值班制度，认为该制度的建立及实施，使会员间的
沟通、交流得以实现，商会的凝聚力不断加强。换届后的第三届
商会领导班子，在肖和平会长、曾玉坤监事长、潘亮执行会长等
商会领导的带领下，虚心好学，团结向上，现在商会发展势头强
劲，未来可期。

最后，萧文全深情的回顾了自1999年以来，与深圳市服务贸
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

我会荣誉秘书长萧文全从兴国是著名的将军县、红军
县、烈士县、山歌之乡、堪舆胜地开始说起，而后介绍了
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到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前后20余年历
史。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秘书
长刘亭亭给大家播放了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10周年宣传影
片。同时，刘秘书长介绍了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5A级协会
及四好商会荣誉的取得，希望深圳市兴国商会以评促会，
提高办会水平。同时，刘秘书长对服贸会提供服务的种
类、秘书处组织架构、往年所做的工作、服贸会的资源及
九大服务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潘亮执行会长对商会的工作及发展向谢小彪会长进行
请教，谢小彪会长做了耐心的解答。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副秘
书长谢小虎向我会人员介绍了关于组织“戈壁红色之旅”
的活动情况，希望得到我会的支持。

自由交流环节，郑辉终身荣誉会长、肖和平会长等人
也先后发言，与谢小彪会长、刘亭亭秘书长、谢小虎副秘
书长就两会之间加强交流、信息共享、会员发展、会员管
理、会员服务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与会人员表示：今后深圳市兴国商会、深圳市
服务贸易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之间要加强沟通
交流、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努力为会员提供优质的服
务，将各自的商协会打造成为一流的商协会。



我会执行会长潘亮对钟明主任的详细介绍及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同时为大家介绍了商会目前的发展情况，潘亮会长表示，此
行非常高兴，再次切身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和经开区的优质营商环境，深圳市兴国商会将团结凝聚企业家力量，情系家乡、服务
家乡，促进家乡经济发展，加强兴深两地经济交流合作。

座谈会后，大家一起参观了光电产业园和园区有关企业。
江西兴国经济开发区-简介
江西兴国经济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其前身为兴国县工业园区，位于县城东南郊，自2005年起，兴国经济开发区一直被省经

贸委列入全省重点经济开发区行列，并被授予“全省招商引资十强经济开发区”、“全省招商引资先进单位”、“赣州市效益先
进经济开发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目前，园区共有企业152家，个体户47家，服务业及其它13家;规模以上企业68家，其中六大主导产业中电子信息类企业39
家，纺织服装类企业61家，机械制造类企业10家，食品加工类企业14家，氟化工企业6家，新型建材及矿产品加工类企业33家，
其他工商贸类企业49家。园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首位产业加快集聚发展；军民融合产业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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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潘亮执行会长一行应邀出席
兴国县经济开发区宣传推介座谈会

Pan Liang, executive chairman of CFNA, and his party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Symposium on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of Xingguo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四月的兴国，格外热闹，清明这个特殊的日子，在外
的企业家们纷纷返回到了家乡。

为进一步发挥深圳市兴国商会在兴深两地经济交流合
作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引导在深兴商把投资的目光转
向家乡、聚焦家乡产业发展，更加充分地调动商会成员直
接投资或引资到家乡发展的积极性，满足反哺家乡的夙
愿。4月5日下午，在我会执行会长潘亮的带领下，商会党
支部书记刘扬名、理事邹家元、曹绪福、张荣贵、会员肖
豪城一行前往兴国县红门大道593号兴国县经济开发区参
加交流招商引资宣传推介座谈会。

兴国县经济开发区钟明主任等领导在办公室热情接待
了执行会长潘亮一行。

宾主互相问候并落座后，执行会长潘亮和钟明主任各
自介绍了己方的参会人员。

兴国县经济开发区钟明主任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广大兴国籍优秀民营企业家与兴国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根始
终在兴国，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心系家乡发展，充分利用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好人脉广、资源多的优
势，积极宣传推介兴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帮助引进更多大项
目、好项目落户兴国，把更多优质资源引进家乡，携手推动家
乡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同时，兴国县经济开发区
钟明主任对兴国县经济开发区的招商政策、园区的配套设施等
进行了介绍。

7月20日下午3时，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深圳市罗湖区宝能中心8楼粤江春宴会厅顺利召开，理事
会、监事会、党支部各成员、会员等共计300人参加会议，我会执行会长潘亮、荣誉秘书长萧文全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我会执行会长潘亮、荣誉秘书长萧文全
应邀参加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

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Pan Liang, executiv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and Xiao Wenquan,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Shenzhen Service Trade Association

The fourth annual member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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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由执行会长谢小彪主持，秘书长刘亭亭作三届工作报告，副会长李景武作
三届财务报告，监事长侯联昌作三届监事会报告。三份报告经大会审议并一致通
过。

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李文海，市商务局服务贸易处处长王正潮，市政协经济
委副主任庄志勇，市总商会副主席谢振文，市联谊服务贸易类联合党委第一书记李
燕晨，市统计局原局长殷勇，市保税区管理局原局长肖苑生等领导莅临指导。

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四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并向会员介绍第四届理
事会、监事会候选人名单。

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最终选举出第四届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理事会、监事会
成员，苏彦伟当选第四届会长，李景武当选第四届监事长。

会上还进行了证书颁发、授牌、颁奖仪式等，会议于下午5时圆满结束。
热烈祝贺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会议由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
执行会长谢小彪主持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
秘书长刘亭亭向理事会汇报三届工作报告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
监事长侯联昌向理事会通报三届监事报告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新一届会长讲话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副秘书长谢小虎（右一）
与我会荣誉秘书长萧文全（右二）、执行会长潘亮（右三）合影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四届理事会合影

▲我会给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发去贺信



会上，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会长马华生、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佛山市江西兴国商会候任会长邱联和、东莞市江西兴
国商会秘书长曾凡来分别讲话，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党支部书记周祖岳代表党支部讲话。

马华生会长说，兴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姓氏文化丰富，民族文化丰富， 在全国两千多个县级单位中出类拔
萃，这是兴国人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十分宝贵的资源。然而，如何整合兴国优势资源，打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强势竞争力的
公共品牌，长期以来是兴国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探讨“兴国商帮”品牌有其现实意义。

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秘书长谢鑫介绍了商会的历史沿革、现状和今后工作思路，并作《“兴国商帮”品牌建设规划》报告。
谢鑫秘书长说，“兴国商帮”品牌是全体兴国人的共同资产，要推动“兴国商帮”品牌组织建设，并就“兴国商帮”品牌建设提
出当下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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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高级顾问谢军生、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
华、肖忠慰、谢志荣，副会长谢玉华、秘书长宋愈平、谢军生助理喻素素一行到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参观交流，并与东莞、佛山
江西兴国商会一起对“兴国商帮”品牌进行探讨研究。

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会长马华生等在江韵大厦商会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会一行，会长肖和平代表我会向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
赠送了礼品。

我会肖和平会长一行走访
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

并与东莞、佛山等兴国商会
对“兴国商帮”品牌进行探讨研究

President Xiao Heping and his entourage of CFNA paid a visit

Guangdong Jiangxi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ooperate with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in Dongguan and Foshan

Discuss and study the brand of "Xingguo business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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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和平会长感谢广东省江西兴国
商会马会长的热情接待，并虚心表示
要向各兄弟商会学习。深圳市兴国商
会自2014年10月16日成立以来，在
郑辉、钟辉红前两任会长的带领下，
在全体商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不断
开拓进取，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已
发展会员近300家。商会定位为“服
务型商会”，目标是“打造好兴国在
深名片”：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服
务乡贤、服务兄弟商协会。商会经常
安排组织企业走访、党建活动、对外
交流、联谊活动、慈善捐赠、协助县
政府等工作。

2019年5月份，钟辉红会长曾来
此学习交流。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
里，并有机会同在粤的东莞、佛山等
兄弟商会一起，探讨、规划、建设
“兴国商帮”品牌，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深圳市兴国商会愿意和各
位同仁一起，为打造“兴国商帮”品
牌贡献自己积极的力量！希望我们各
个兴国商会之间互通信息、互通友
谊，共创兴国商帮。肖会长表示，很
乐意和兄弟商会共同举办赣深高铁通
车首发车辆回兴国仪式。

我会高级顾问谢军生发表了讲话，并与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秘书长宋愈平
等一起对“兴国商帮”品牌提出建设性建议。

此次走访、交流、探讨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商会企业走访篇（一)
第三届执行会长一行5人

走访我会会员企业
Visit to enterprise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

The 3rd executive chairman and his party comprised 5 people

Visit our member enterprises

2020年12月23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第
三届执行会长潘亮一行5人走进商会副会长单位
肖忠慰企业“深圳市凯思特电子科技信息有限
公司”参观交流。

我会随行人员有：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
会长罗卿珊、理事钟治新、秘书长宋愈平、执
行秘书长李冬梅。

交流会肖忠慰副会长为大家讲述了自己的
成长创业经历，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情况、
未来规划。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历。

肖忠慰，86年出生，2013年在中山进入
灯饰行业，自主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服
务，随着公司发展需求，2018年在深圳成立
了深圳市凯思特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公
司业务范围：家居照明、灯饰生产、销售，
智能家居，3C电子产品经营、智能电子产
品，电子商务运营。销售方式不拘一格，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同时创立了天猫旗舰
店，以及新媒体抖音直播方式让客户0距离地
体验，产品供应全球各地。拥有众多跨界客
户。为众多有灯具需求及喜爱灯具的客户朋
友们提供了最贴切的服务。

▲公司内景照



交流会上肖忠慰副会长谈到由于之前自己时间比较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空中飞行，对商会的关注比较少，加入商会后
觉得商会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圈子，将多与大家相互交流经验。肖副会长还分享了自己创业的历程，对创业过程的感悟与经验，
认为创业的过程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与时间赛跑，有精准的市场定位，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营销方式和企业管理方
式，运用新思维开辟了一条新路突破自我。未来规划将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公司将进入一个转型模式，注重研发，注重人才培
养，学习华为的管理模式，使公司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实现更大的价值。

交流会上执行会长潘亮对肖忠慰副会长的真诚分享表示感谢并非常认同其创业理念，认为肖副会长是一个上进、思维清
晰、很积极、很优秀的年轻企业家，今天的分享很值得大家学习，通过肖副会长的分享让大家对跨境电商的运营及方式有了更
深的了解。这种分享与交流也正是商会活动的意义与价值，第三届商会将秉承高级顾问谢军生大哥、郑辉大哥及上一届领导辉
红大哥等的高风亮节心态及胸怀，把服务做好，尽可能地带队走访会员企业，服务会员，同时会员也要服务会员，会员服务商
会。同时还表示文化体系很重要。

常务副会长罗卿珊、理事钟治新、秘书长宋愈平也在交流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并一致认为需要向肖忠慰副会长学习。
此次走访是自换届以来走访的第一家企业，为了与会员企业共同探讨企业管理、企业发展、商会发展等主题，执行会长潘

亮表示后续计划每月将安排走访企业。有意向的会员企业也可以主动联系秘书处，报名邀请，秘书处将根据情况制定走访学习
的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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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至左：右一(宋愈平)、右二(钟治新)、右三(肖忠慰)、右四(潘亮)、右五(罗卿珊)▲执行会长潘亮交流会发言

▲交流会现场照片

▲天猫旗舰店：世冠旗舰店(通过手机扫一扫，轻松了解并订购更多的灯饰)▲灯饰实拍图及客服抖音现场直播图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定制服务为一体，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为客户提供设计、生产于一体的优质服务，并且能够针
对客户的产品，为客户提供综合包装解决方案，最大限度的提升客户产品的档次和价值。 

拥有最先进的模具制造设备和发泡成型设备，可提供8倍-60倍不同倍率、不同硬度的发泡制品。能够满足客人的多元化需求。
公司专设业务部、品质部、物控部、生产部、工程部、行政部，拥有专业化的车队以保证客户的交期。 

为了更好的了解企业文化，见证企业发展，学习企业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加强会员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企业之间
的合作共赢， 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共同推动行业发展，更好地资源对接，交流会上大家首先进行了互相自我介绍。常务副会长
姚声良表示，非常欢迎商会会长肖和平一行到访交流。期待能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合作、共谋发展。

随后姚声良常务副会长带领大家参观了包装制品车间，并为大家详细介绍了相关制品的流程及机器功能、产品种类及适用范
围。

年关将至，虽在疫情之下，但我会走访企业、开展服务
活动的步伐仍在继续，2021年1月24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
在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等领导班子的
带领下一行走进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姚声良企业“深圳市华
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参观交流，受到常务副会长姚声良
的热情接待。

交流会上常务副会长姚声良为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创
业经历，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情况、未来规划。分享了自
己的成功经历。

姚声良，1973年出生，1992年来到深圳进入包材行业，
2005年成立深圳市华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司专业生产
EPE珍珠棉、EPP、EPO、EPS等高级缓冲材料制品。如EPE
珍珠棉包装材料、EPP板材、EPP头盔、EPO飞机航模、EPP
儿童座椅、EPP周转箱、EPP硬盘包装盒等产品。其产品广泛
应用于汽车保险杠、汽车遮阳板、空调部件、冰箱部件、头
盔、电子包装、航模、玩具、光电产品、安全防护等行业。
为了满足客人要求，公司在华东江苏，华南广东，西南重庆
均设有分公司。

商会企业走访篇（二)
姚声良

深圳市华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Visit to enterprise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I)  Yao Shengliang

Shenzhen huawangda packaging products Co., Ltd

▲公司内景照



姚声良常务副会长谈到自创业以来，从2012-17年陆续在珠海、东莞、重庆等多地成立了多家分公司。目前深圳公司共有四层
厂房，主要生产的产品是珍珠棉，今年开始增加了外贸业务，外贸网站已经投资启动，实施内外贸兼并，借此次交流机会还要向大
家学习。姚声良常务副会长表示对创业过程的感悟与经验，认为创业不盲目扩张，力争做到三少一高：占地少、人工少、运费少，
利润高。按照这种经营理念，企业才能稳步发展。

交流会上会长肖和平、对姚声良常务副会长的真诚分享表示感谢并非常认同其创业理念，认为姚声良常务副会长是一个优秀的
实干家，今天的分享很值得大家学习，通过姚声良常务副会长的分享让大家对包装制品的商业趋势和技术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不
管是不是开工厂的，做实业的，都应该多一点学习和交流，这种分享与交流也正是商会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坚持把服务会员的工作
做好，是商会发展的基础。

交流会上监事长曾玉坤表示很赞同常务副会长姚声良的创业经营理念，开工厂，办企业不要盲目扩张，要做精，做细。
交流会上执行会长潘亮表示此次走访交流活动办得很有意义，提倡商会要多交流，商会要服务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也应该多

交流，像今天这样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了解，自然而然会获得信息、资源、业务、服务等。大家思想要开放，思想相互碰撞，彼此
之间互通互助，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期望大家对商会也要多一点情怀，多一份热爱。这样对大家的事业、对商会的发展都有帮
助。目前商会就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入的成员很有情怀的年轻人，参与活动特别积极、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交流会上常务副会长肖忠慰、副会长谢玉华、廖观银、秘书长宋愈平以及理事、会员们均在会上做深刻的探讨交流，为企业发
展建言献策，尤其商会新进成员积极、主动。

座谈交流在活跃的氛围中结束，会后常务副会长姚声良还为大家安排了晚餐。
参与此次走访人员有：会长肖和平、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肖忠慰、副会长谢玉华、廖观银、理事钟治

新、李小燕、曹绪福、黄甘霖、陈添祥、刘鸿名、邱日瑞、会员黄菊花、李阳、钟添森、黄红、肖欣生、钟坚文、张治坚、何华
兰、秘书长宋愈平、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书长欧阳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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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走进
高级的办公厅

餐厅、酒楼
展厅、书吧��
有没有一种感觉

环境优雅
品味时尚

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今天，让小编带你走进
装修设计行业佼佼者-广深艺建设公司

了解他们的装修设计品牌故事

此次走访是自换届以来走访
的第二家企业，参于这次活动的
人员包括包装制品同行业、制品
上下游企业、以及与包装相关联
的企业。通过此次活动加强了会
员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
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共同推
动行业发展，形成更好的资源对
接。

在此感谢常务副会长姚声良
为此次活动的精心准备、安排与
热情接待，同时也感谢刘鸿名理
事为此次活动赞助的饮用水。祝
深圳市华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21年生意兴隆，祝所有人人
旺财旺事业旺，祝商会越来越
好。

聚而其广  设而其深  计而其艺
深圳市兴国商会组团参访常务副会长单位

广深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纪实
Gather and widely set, and deep plan and art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organiz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th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unit

Documentary of guangshenyi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合影照

▲参观车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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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下午，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副会长钟
建华、肖忠慰、姚声良、廖观银、秘书长宋愈平等一行36人走进商会
常务副会长罗卿珊企业深圳市广深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广深
艺建设”）参观学习，就装修设计行业品牌的项目的设计、施工等风
格特点一探究竟。

在当前这个快速发展的前卫时代，装修设计行业越来越受重视，
也成就了越来越多的装修设计行业公司，深圳市广深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广深艺建设是一家专注于设计施工于一体的专业公装公司，“深
耕珠三角，服务大华南”是企业的宗旨。

作为一家具备商业前沿思维和国际设计视野的装饰企业，广深艺
以“商业运营思维+商业/办公空间设计”为方法，对每一个具有市场前
瞻性的方案都可以快速落地执行，除了能够提供美观、环保、功能实
用型的装饰服务，还能以商业规律为导向，“成就客户的品牌价
值”。

广深艺建设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万丰社区，拥有1000平米的办公空间，以及上百人的专业设计与施工团队，自2013 年创
立至今，以人为本，国际视野的设计理念赢得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迄今已成功为 1000+企业客户提供专业化装饰工程解决
方案。 

广深艺建设主营业项目有：办公室、展厅、汽车4S店、产业园升级改造、共享办公等装修设计;餐厅、会所、餐吧、KTV、清
吧、奶茶店、酒吧、烤吧店、食堂、酒店等装修设计;美容院、商铺、茶酒庄、健身房、网咖、医疗机构、培训机构等装修设计。 

广深艺建设为客户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务，完美的空间装修设计方案。独特的装修设计风格，深受各大客户青睐，并已成为顺
丰、创维等品牌企业的优质供应商；

其代表性作品有
商业办公楼：科力尔、汉王、115科技等上市企业公司；
餐饮类：华侨城大厦商业裙楼D座，欢乐海岸蓝盈坊三楼华家里台州菜，楠火锅、谭鸭血等；
汽车展厅类：比亚迪、广汽传祺、哈弗、奥迪、林肯汽车4S店等。

交流会上，罗卿珊董事长热情欢迎商会兄弟姐妹们的到
访，并就广深艺建设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经营业务板块及
行业未来发展做了详细介绍，尤其为大家分享了BNI管理模式。
罗董事长表示，在当前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设计和装修行业
前景广阔，期待通过商会平台与商会成员在商业设计和装修行
业上下游间开展更多合作。

会上，执行会长潘亮就走进广深艺建设参观学习分享了自
己的切身体会。他表示，广深艺建设是一支优秀的装修设计团
队，设计理念独特，对罗董事长优秀的领导力大加赞赏，同时
他表示，商会是学习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大家有好的项
目、好的产品及想法可以一起探讨分享，互相学习借鉴，实现
企业间合作共赢。

▲广深艺建设展示区

▲座谈交流

▲罗卿珊  深圳市兴国商会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广深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交流会上，欧阳瑞伟副秘书长就如何运用BNI模式进行有效的自我介绍、如何坚持学习以及达成业务资源对接进行了
详细分享。

交流会上，大家热情互动，表示此次走进广深艺建设让自己对设计和装修行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BNI模式有了一
个全新的了解，同时，大家还就企业经营业务板块作了介绍，并就商会平台建设建言献策。

座谈交流结束后，常务副会长罗卿珊特别邀请大家共进晚餐，做进一步沟通、交流。此次活动，交流了思想，学习了
经验，凝聚了乡情，助推我会成员之间业务对接及商会发展！

参加此次走访活动的人员有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肖忠慰、姚声良、廖观银，秘书长宋
愈平，监事王华喜，理事曾榕、熊新元、黄菊花、邓燕青、刘斌、温正平、黄红、吴陪祥、钟小礼、谢满荣、 曹绪福、曾
勇权、张荣贵、谢春财、邱日瑞、徐宏荣、魏华、周奇梁、刘贤清，会员钟添森、叶明、温观福、黄长秀、何华兰、虞
丽，副秘书长欧阳瑞伟、吴运优，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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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主互相问候并落座后，会长肖和平代表商会向广东博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赠送了礼品。
博商新公司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洲湾格水新村鸡冲滘一路，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3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

万。博商公司是一家集团化的公司，由（广东泓基建材有限公司；广州大洋船务有限公司；广州市汇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广
州沙润建材有限公司）四家子公司组成。

博商公司主营业务集建材及商品批发、国内水陆运输、通用设备维修为一体。
建材及商品批发：建材批发、混凝土预制件销售、包装材料销售、湿拌砂浆、沥青及制品销售、金属、非金属矿及其制品

批发、煤炭及其制品批发，水泥经销；
国内水陆运输：物流代理、打包装卸搬运、货物报关代理、仓储咨询及代理；
博商公司谢志荣总经理介绍,为响应国家大湾区发展，公司大力布局珠三角各大重点城市，拥有六个自建库和六个战略合

作搅拌站。
六个自建库：其中包括广州市花都瑞华库（库容：10 × 1500 吨）；广州市新塘东洲湾库（库容：12 × 3000 吨）；东莞

市望牛墩库（库容：18 × 1500 吨）；东莞市力恒库（库容：10 × 3000 吨）；深圳市福永深建库及石龙库-在建(库容：10 × 
3000 吨)等。

六个战略合作搅拌站：广州市砼一混凝土搅拌站；广东华南混凝土搅拌站；东莞力恒混凝土搅拌站；东莞全鑫混凝土搅拌
站；花都瑞华混凝土搅拌站；深建混凝土搅拌站；以上搅拌站都是大湾区各城市里混泥土供应量最大的商混站，年产出量超
1200万方以上。除供应以上六家战略合作搅拌站外，公司与珠三角各个地区客户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颇多优质的合
作商。 

博商公司拥有优质的销售团队，销售人员从事该行业超过10年！坚持信用第一，质量第一的原则，诚信待人的宗旨，提
供优质的产品、稳定的货源、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及充分肯定。

交流会上，谢志荣总经理就博商公司的
发展历程、业务板块、行业特点及未来发展
做了详细介绍。谢总经理表示，现在国家政
策好，正是大湾区大力发展建设的好时期，
行业前景广阔，期待通过商会平台与大家上
下游间开展更多合作。

预计到2022年底，公司业务将覆盖珠三
角全境，未来将会布局中山、江门、佛山等
地并组建自营码头及建设自有搅拌站以尽可
能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博商公司将会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中
坚力量！ 

会长肖和平说，深圳市兴国商会为有像
谢会长这么优秀的成员感到高兴，希望大家
多交流、多分享成功经验，带动更多的成员
发展企业。

会后，谢志荣总经理还带大家参观了自
建库。

参观结束后，谢志荣总经理邀请大家共
进午餐，做进一步沟通、交流。

添瓦加砖筑大厦
万丈高楼平地起
安居乐业住新楼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任何一座建筑都少不了建筑材料

（混凝土、水泥、沙石��)
今天随着我们一起走进入“博商新型建材”

听听他们的品牌故事

肖和平会长一行走访
我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广东博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President Xiao Heping and his delegation visit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unit

Guangdong Boshang new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8月28日上午，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高级顾问谢军生、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
华、肖忠慰，副会长谢玉华、谢军生助理喻素素等一行走进商会常务副会长谢志荣企业广东博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博
商公司”）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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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王昌逵致辞：大家圣诞快乐，感谢大家，感谢曾榕，感谢在坐的各位，来这里共叙乡情，值此辞旧迎新的机会我们相
聚一堂，想听兴国县人的声音、要想吃兴国的米粉鱼和兴国的特色菜、要和哥们在一起聊天、谈生意、谈友情就到这里来。

最后由曾榕总经理致辞：感谢商会所有的领导及成员，承蒙时光不弃，感恩一路有你！因为有你们在，所以我才有信心把辣么
顺做好。再次感谢。另外我想说，今天晚上在坐的所有的都是我们辣么顺的贵宾，我都为大家准备了礼物。稍后为大家派发。

答谢宴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开始进入主题，席间大家举杯庆贺，开怀畅饮，共叙乡情，所有人沉浸在浓浓的家乡情怀中，仿
佛此刻就在兴国。

宴会结束后，曾榕总经理为所有贵宾们颁发了礼品。大家收获满满，看到了异地最亲的兴国人、听到了最熟悉的兴国声、吃到
了最地道的兴国菜、收到了最真诚的礼物。

承蒙时光不弃，感恩一路有你！为答谢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关顾，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晚上
我会理事单位深圳市辣么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曾榕总经理在本餐厅举办了感恩回馈答谢宴活动。

此次答谢会以”感恩一路有你  共叙乡情“为主题，深圳市兴国商会成员以及嘉宾朋友五十多人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共享美好时
光，畅想未来。

我会应邀请出席人员有：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荣誉秘书长萧文全、高级顾问王昌逵、顾问周志林、监事长曾玉坤、执行会长潘
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副会长钟海、谢玉华、肖忠慰，理事钟林、鄢万千、张明生、李爱民、谢志毅、谢满荣、钟春生、钟治新、
范才平、温正平、邹家元、陈华东、陈奖辉、刘毅、姚莹、谢春财、黄辉，监事王华喜，会员黄红、凌桂华、温观福、肖豪城、钟坚
文、王建国，执行秘书长李冬梅、副秘处谢芳腾。

曾榕总经理热情迎接了每位嘉宾朋友及商会成员的到来，答谢宴在
执行会长潘亮激情洋溢的讲话后拉开帷幕。

首先由党支部书记刘扬名致辞：曾榕理事是女中豪杰，是我们兴国
女性学习的榜样。她敢于创业，敢于致胜，有头脑会经营。取名辣么
顺，谐音那么顺，就象她的家乡崇贤，往哪个方向走都是顺势，居高邻
下，一帆风顺。曾榕的创业也得到众多乡友的相助，尤其是肖和平会长
鼎力相扶，许多副会长、理事和会员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真是众人
拾柴火焰高。我们要发扬这种互助精神，让每个会员都体会到商会大家
庭的温暖。祝辣么顺越办越顺，财源广进。

随后由荣誉秘书长萧文全致辞：首先感恩曾榕，感
谢辣么顺，曾榕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在此我要感谢
曾榕，谢谢曾榕提供了这么一个乡友交流平台，而且让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公共的乡音，听乡音，叙乡情，
吃乡味。希望我们所有的乡友朋友能经常的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来辣么顺，来这里，大家一起互通交流。再次感
恩曾榕，最后祝大家万事如意、祝辣么顺财源广进。

承蒙时光不弃，感恩一路有你！
商会成员单位答谢宴

Thanks for the time, thank you all the way!

Appreciation Banquet for member unit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商会会员企业深圳市君诚禅悦实业有限公司黄菊花总经理担任此次活动的茶艺及插花师，主持此次活动。
首先，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进行了自我介绍。随后，黄菊花总经理从茶艺解说、茶艺表演以及插花艺术进行了分步的讲解及演

示。到场的女企业家们个个细心听讲，并亲身体验，她们个个优雅自得、心灵手巧，闻着花香、品着好茶，共同度过了这个愉快而美
好的下午时光。

茶艺传香、花语动人！
温暖如初的三月，女神齐聚，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丰富广大女企业家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人文素养和文化品位，2021年3

月7日，深圳市兴国商会在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竹盛花园裙楼201-D举办了“茶艺传香、花语动人”茶艺插花活动。

当日下午，商会的女企业家们陆续来到商会办公室，开启了茶艺插花活动，整个活动氛围活跃，茶香怡人，花语动人，群芳争
艳。

理事曾榕、李小燕、黄红、谢艳芳、谢水香、谢春财、钟海莲、温正平，会员黄菊花、胡钧钰、黄长秀、何华兰、康丹，秘书长
宋愈平、副秘书长刘小梅、执行秘书长李冬梅、今日新入会成员虞丽、慧江集团董事长助理喻素素等嘉宾参加了此次活动。

“茶艺传香，花语动人”
深圳市兴国商会举办茶艺插花活动

庆祝三八妇女节
"Tea art spreads fragrance, and words are moving"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held tea flower arrangement activities

Celebrate Women'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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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商会理事企业深圳市品诺日用品有限公司范才平总经理还特意为女神们准备了一份特色节日礼物。
宋愈平秘书长全程指导了这次活动，同时代表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亮向各位女同胞们致以节日的祝福，祝商会所有女同胞女

神节快乐！参与活动的男同胞还有温正平理事。
活动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结束。活动结束后肖和平会长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晚餐。
此次活动举办圆满成功，感谢商会所有的女企业家们的参与！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商会成员间的交流与资源对接，商会

后续将继续举办更多的活动，服务、回馈会员，欢迎大家关注并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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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9日，为庆祝五四青年，丰富商会的文体娱乐生活，增强会员之间的了解及友情。我会文体部部长赖智发起并组织了爬
羊台山文体活动。

当天下午3点，报名参加此活动的商会成员们陆续到达羊台山龙华区大浪入口处集合。大家的激情如炎炎夏日高涨，不惧炎热，向
羊台山进发。

为了大家的安全及在登山途中相互照应，此次活动进行了
组员分工，分成两小组，每组设两名组长，一前一后保证本组
人员的安全。第一组组长为温正平，邱日瑞；第二组组长为欧
阳瑞伟，钟添森。由组长带队出发。

我会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毛遂自荐当大家的导游，用他幽默
风趣的话语为大家一路介绍羊台山，带领着大家往山顶进发。
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谈笑风生，一路欣赏好风景，毫无疲惫
感。登山活动充满活力、热情、大家团结友爱，互帮互相。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山腰，大家围坐一起，稍作休息。历经两个多小时绕山一圈回到了山脚下，到达了聚合点。登山活动在快
乐的汗水中结束了。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山腰，大家
围坐一起，稍作休息。历经两个多小
时绕山一圈回到了山脚下，到达了聚
合点。登山活动在快乐的汗水中结束
了。

特别感谢文体部部长赖智组织此
次爬羊台山活动，感谢大家的积极参
与，感谢会长肖和平为大家准备的丰
盛晚餐。

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商会党
支部书记刘扬名、秘书长宋愈平、监
事 长 曾 玉 坤 、 监 事 王 华 喜 、 理 事 赖
智、刘永辉、谢艳芳、邱日瑞、刘国
祥、会员叶明、黄菊花、何华兰、萧
豪城、李超群、谢芳汨、钟添森，副
秘书长刘小梅、欧阳瑞伟、执行秘书
长李冬梅等。

春风骀荡、青春正浓，
我们踏青寻梦来了—

深圳市兴国商会组织爬羊台山活动侧记
Spring breeze and youth are strong,Here comes our outing for dreams——

Profile of Yangtai mountain climbing organized by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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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IP影响力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每天只要说话
就在影响他人，如何表达更有逻辑性、说话更有感染
力、让别人快速记住你，7月24日我会理事单位嘉禾（深
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魅力演说公开课》在深
圳市宝安区凯里亚德酒店全天正式开课。我会理事黄
红、廖茂春、邱日瑞、曾秀梅、陈新荣、魏华、苏美，
会员王延锋、钟添森、李超群、何华兰、谢芳汨、副秘
书长欧阳瑞伟、吴运优，执行秘书长李冬梅等应邀请参
加了本次公开课程。

本次公开课由演说中国认证导师、“由你说”品牌
创始人、女人幸福力学院创始人、《少年中国说》主讲
老师、非常《6+1》深圳赛区评委老师、超级演说家领袖
学院深圳赛区评委老师林群担任主讲老师。

三、演说之法术器
演说之法术器不外乎三个字“练、好、

力”，演说只有通过反复练习，以最好的状态
呈现出来，借助音乐、视频等外力神器，运用
知识的力量，成为超级演说家。

课程现场就是一个真实舞台，课堂上大家
在林群老师的指引与带动下实实在在地现场演
练，放下了面子，完全打开自己，积极互动，
脱口而出，精彩演说。

什么是演说？为什么要演说？怎样去演说？林群老师首先抛出了三个问题，她说：演说不是万能的，但不会演说也是万万不能
的。说话的目的就是影响，演说亦如此。你的产品很好，你要通过语言充分表达给客户；闺蜜失恋，你通过说话让他不要伤心；孩
子不听话，你通过语言，循循善诱，让他明白一些道理；所有的说话都是为了二个字“影响”。

一、什么是真正的领导力
林群老师举了唐太宗的例子，历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毛泽东也非常喜欢唐太宗，林群老师认为唐太宗的领导能力天

下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唐太宗治理国家，让全世界人把中国人叫做唐人，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十年达到什么程度，全国一年时间判
死刑的才几十个人。那么，唐太宗靠什么来管理呢？

一个团队中，四分之三的战斗力都来源于团队的士气。但是唐太宗手下人很多，像房玄龄、杜如晦，很多人不太爱说话，一个
死气沉沉的部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但是只要一股飒爽英姿，一股清流之气的唐太宗到现场，气氛马上活跃了，为什么？因为唐
太宗具备四个能力，历史当中对唐太宗的评价，有四项：第一个叫做光彩照人，第二个叫做谈笑风生，第三个叫做语惊四座，第四
个叫做言服八荒。

唐太宗谈笑风生，证明他有非常好的性情，他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林群老师提问道：我想问大家，亲和力对一个人来说，
重不重要？亲和力就是大家一看到你就相信你，愿意和你接触。让人一看到你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愿意把心里话、知心话和你
说。我想问大家，毛主席有没有亲和力、周恩来有没有亲和力、温家宝有没有亲和力？所有受人爱戴的领导都有一种非凡的亲和
力。第三点关于唐太宗语惊四座，说明他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和演说能力。如果他不能靠演说，他靠什么让大家知道他的施政.。

二、如何克服心理恐惧
我不会演说怎么办？我不敢演说怎么办？林群老师提到克服恐惧的三大法则：精心的准备、状态的调整、积极的心理暗示。
林群老师通过讲述自己、俞敏洪先生、断臂天使励志讲师李智华等各自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大家体验克服恐惧的三大法则。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公开课在阵阵掌声中落下了帷幕，一天时间
虽然很短，但每一个人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技巧，突破了自己。在课堂
上林群老师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是精华，生怕听漏了一
点，每一次都会刷新对自我的认知，对语言艺术的掌控。我们的相遇是因为
“学习口才、提升自己、提升企业影响力”的共同梦想走到了一起，灵魂的
升华在这里不仅让我们的自信度提高，也收获了很实用的演说技巧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学习给予我们的还远高于此，这是一场心灵的洗涤，给我
们指明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增强了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勇往直前，走向
新的明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超级演讲家！

我会应邀参加理事单位
深圳嘉禾教育举办的

《商业领袖魅力演说班》体验课程
I will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ing unit Held by Shenzhen Jiahe Education

Experience course of business leader charm speec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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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嘉禾教育平台给予的学习机会，感谢曾总徐总、林群老师以及嘉禾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才有我们深圳市兴国商会
成员的这次学习机会。

嘉禾（深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简介
据徐宏荣总经理介绍嘉禾教育是一个专注于“个人、亲子、家庭、创业和企业”五维一体陪伴式终生成长的服务平台。
青少年：冬夏令营、研学旅行；
中青年：个人成长、亲密关系、事业财富培训；
企业端：团建、内训、总裁班以及项目咨询服务。
涵盖了一个人每个成长阶段所需的痛点问题解决方案。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三围社区泰华梧桐岛工业园13B六楼
联系电话：13033266188
联系人：徐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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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
一行到访商会指导工作
并走访我会会员企业

Li Liangshe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Xingguo 

County CPC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delegation visite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to guide the workAnd visit our member enterprises

2020年12月03日，中共兴国县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潋江镇党委书
记曾春生、县商务局专业招商3队队长赖
文局、县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陈春贵、县委办干部李文柱
等一行到访商会指导工作并走访我会会
员企业。

当日上午走访了我会常务副会长、
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企业万河丰公
司旗下的深圳市万河丰现代农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肖和平热情接待了领导
们，座谈会上为大家介绍了公司的经营
范围、经营情况、未来规划及筹备。中
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对
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肖和平肖总自
建、合作全国5大特色农业种植基地，不
仅为广大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农副产
品，还提供旅游、研学、文创、康美、
娱乐五星服务，让大家体验绿色健康生
活，同时也为很多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值得大家学习。同时还提出了要求，希
望深圳的乡贤多提供招商引资的机会。



当日下午由执行会长钟海等商会成员陪同县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领导们一行参观了会长钟辉红
之龙光玖怡台地产项目。

会长钟辉红在龙光玖怡台热烈迎接了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领导们，特意亲自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龙光玖怡台地产项目。之后带领大家参观了样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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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

▲参观二楼办公区、茶仓、茶室、休闲室▲座谈交流

▲座谈交流

▲参观留影

▲钟辉红会长为大家介绍地产项目 ▲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地产项目

▲参观样版房 ▲参观样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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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兴国县委常委任家胤
一行莅临我会指导工作

Ren Jiayi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Xingguo County CPC Committee

I will guide the work when my party comes

参观完地产项目后，由会长钟辉红一起陪同直达商会，首先执行会长钟海向大家介绍了商会的整体运营情况，包括商会的
发展史、服务会员数量及行业领域、会员活动、公益慈善、党建工作及合作交流等方面。座谈会上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李亮生高度肯定了深圳市兴国商会所获得的成绩，同时传达了中共兴国县委办公室 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党
政领导定期与企业（商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交友列名工作制度》通知。并为大家介绍了同行的四位领导。

中共兴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亮生提出要求，希望深圳乡贤积极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推动家乡的发展。联合县里
工商联与外埠商会结成一张网，形成一致品牌，模范兴商。

会长钟辉红对县委常委李亮生提出要求作四方面回应：
一、作为深圳市兴国商会毕竟是处于企业的前沿，以后将一如既往支持回馈家乡，自己个人对家乡也一直有深厚的感情。
二、商会将持续秉承“沟通、发展、互助”的平台继续发展，成为家乡的纽带。
三、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自5月份成立党支部以来，不断学习党的知识，定期召开党组织会议，过党组织生活，经后会

继续发扬光大。
四、感谢家乡领导对商会的关心，欢迎领导们经常来商会指导工作，尤其即将换届之际，诚邀县领导们参加大会，希望领

导们支持商会的工作。会长钟辉红表示换届将退居二线做副会长，继续支持商会的工作。
我会参与此次活动的有：会长钟辉红、执行会长钟海、常务副会长、第三届会长候选人肖和平、监事长陈河军、常务副会

长钟建华、副会长谢玉华、理事（第三届常务副会长候选人）钟海华、理事温家强、顾问陈修烽、副秘书长欧阳瑞伟、谢芳
腾、秘书处李冬梅。

为加快家乡产业发展，加大兴、深两地经济交流合作，更好地引导在
深兴商聚焦家乡产业发展，8月26日下午，中共兴国县委常委任家胤，县
商务局党组成员、招商中心主任刘桂林，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尹德
泉、干部廖彬，县委办干部胡智锋一行5人来访我会，并就招商引资事宜
进行交流座谈。

我会会长肖和平、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会长钟建华、钟海华、罗卿
珊，副会长刘国民，以及当日值班和到访人员顾问陈修烽，理事邓燕青、
李坤生、黄红、邱日瑞、刘永辉，副秘书长欧阳瑞伟、执行秘书长李冬梅
等参与了座谈会。会议由执行会长潘亮主持。

对于任常委履新兴国后首次到访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肖和平代表商
会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兴国县委常委等对商会的关心和支持。



134  / 深圳市兴国商会 深圳市兴国商会 / 135

商会宗旨：“沟通 互助 奉献 发展” 深圳市兴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

我会执行会长潘亮介绍了商会目前的发展情况。他表示，经过
第一、二届领导班子的辛勤经营，商会运转良好。在第三届会长肖
和平的带领下，在各位商会成员的努力下，商会不断开拓进取，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有成员近300人。

商会定位为“服务型商会”，目标是“打造好兴国在深名
片”：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服务乡贤、服务兄弟商协会，以服务
产生价值；以此为目标，商会将建立有效机制，搭建资源平台，促
进商务往来，发挥商业价值。积极回馈社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
任，做“兴国革命先辈精神”的宣讲者、传承者。今后商会将继续
凝聚企业家力量，情系家乡，促进家乡经济发展，造福桑梓。

任家胤常委表示，第一次来深圳市兴国商会就倍感亲
切，感受到了兴国乡贤浓浓的情谊。之后，他从目前兴国
的发展情况，县招商引资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任常委表示，目前全县上下形成了共识，各乡镇都在加大
力度、加快脚步招商引资，为家乡兴国的发展全力以赴。
广大兴国籍优秀乡贤企业家与兴国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心系家乡发展，发挥好人脉广、资源
多的优势，积极宣传推介兴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帮助引
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户兴国，携手推动家乡工业经济
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商会理事李坤生不仅在深圳开了公司，在家乡也开了
一个公司（江西海讯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手机玻
璃，目前厂里有200多个人，为兴国的发展及就业作出了
很大的贡献。交流会上，李坤生董事长就企业经营运作、
发展趋势、招工情况等向任常委一行做了汇报，并表示将
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员工福利，更好地回馈家乡。

招商中心刘桂林主任也做了发言，希望更多的优秀乡贤返乡投
资办厂，他将全力以赴帮助各位乡贤，共同把家乡建设好。

潮平两岸阔，扬帆正当时；兴深同携手，奋浆击中流。为了
兴、深两地的美好明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个年仅6岁的小朋友曾睿婷，本该天真浪漫、活泼开朗的年纪，却因
确诊为地中海贫血而住院治疗，无情的病魔折磨着活泼可爱的孩子和一个
贫穷困难的家庭。多达数十万的医疗费让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无法承受。
得知这种状况后，无数的爱心人士自发的前往看望关心这个可爱的孩子，
兴国县大江文化协会与我会立马发起爱心捐款倡议，特别是协会谢达禄秘
书长和我会陈河军监事长积极响应，奔走呼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
次向曾睿婷献爱心捐款活动于5月30日圆满结束，共计262人次参与捐助，
筹得现金善款40000余元、轻松筹平台善款40000余元，共计善款8万余
元。

我会会长钟辉红、执行会长钟海、监事长陈河军肖福英夫妇，常务副
会长钟建华、肖和平、潘亮、副会长谢玉华、李思成、曾小明、王正泉、
曾凡博、罗卿珊、常务理事曾榕等纷纷热心捐助，并大力鼓舞在病榻上与
病魔斗争的曾睿婷小朋友，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2020年12月11日下午，兴国县大江文化协
会会长曾繁强携曾睿婷小朋友爷爷及家人一行共
6人到访商会，送上了“爱心捐助暖人心”锦
旗。我会监事长陈河军、第三届拟任秘书长宋愈
平、副秘书长谢芳腾、李冬梅接待了到访人员。

我会监事长陈河军、第三届拟任秘书长宋愈
平很关切地了解曾睿婷小朋友现在的情况，据了
解曾睿婷小朋友手术成功，病情稳定，需要做康
复治疗（环境要求比较高，需要无菌房）。

人间有情，世间有爱，相信有大家的祝福、
关爱与帮助，曾睿婷小朋友和这个家庭会创造出
生命的奇迹。祝愿曾睿婷小朋友早日康复，为深
圳市兴国商会点赞、为所有献爱心人士点赞。

我会爱心捐助家庭感恩回赠锦旗
I will donate my family with love and give back the golden flag with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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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日，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胜者之家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亮，深圳市兴国商会副会长、深圳市中深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玉华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良村镇中心小学举行爱心捐赠活动。两位杰出乡贤慷慨解囊，为学校捐
来小黄帽2600顶，室外舞台音箱1组，功放、调音台等设备1套，共计价值5万余元。良村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春林
代表学校接受了此次捐赠。

在致谢辞中，刘春林校长首先对两位良村籍优秀企业家能于百忙中回到家乡，并从物质上、精神上双向助力家乡教育事
业的那份豪情和赤诚，表示十分感动和由衷赞赏；对于两位杰出乡贤能于干企业的百忙之际，时刻情系家乡教育，并送来拳
拳爱心和浓浓暖意，表示深深的敬意。

尊敬的深圳市兴国商会同仁们：
你们的爱心与捐赠我们如数收到，衷心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帮助；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一个年仅6岁的小朋友曾睿婷，本该天真浪漫、活泼开朗的年纪，却因确诊为地中海贫血而住院治疗，无情的病魔折

磨着活泼可爱的孩子和一个贫穷困难的家庭。多达数十万的医疗费让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无法承受。得知这种状况后，无
数的爱心人士自发的前往看望关心这个可爱的孩子，兴国县大江文化协会与深圳市兴国商会立马发起爱心捐款倡议，特别
是谢达禄秘书长和陈河军会长积极响应，奔走呼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向曾睿婷献爱心捐款活动于5月30日圆满
结束，共计262人次参与捐助，筹得现金善款40000余元、轻松筹平台善款40000余元，共计善款8万余元。

在此特别感谢深圳市兴国商会的钟辉红、陈河军肖福英夫妇、谢玉华、钟建华、李思成、曾凡博、肖和平、潘亮、曾
小明、钟海、蓉儿、罗浩、王正泉等，你们的善行义举充分的体现了“共饮潋江水，浓浓客家情”，极大地鼓舞了在病榻
上与病魔斗争的曾睿婷小朋友，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相信，有大家的祝福、关爱与帮助，曾睿
婷小朋友和这个家庭会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特此感谢

曾睿婷父亲：曾繁根
兴国县大江文化协会

2020年6月01日

各位协会同仁、乡亲们、远方的朋友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衷心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帮助。本次向曾睿婷献爱心捐款活动在各位的支持下于5月30

日圆满结束，共计262人次参与捐助，筹得现金善款40000余元、轻松筹平台善款40000余元，共计善款8万余元。另有许
多爱心人士在轻松筹平台捐出一笔笔善款而不留名，仍有许多爱心人士持续向这个家庭伸出援手播撒希望。这个家庭是不
幸的，在最美好的时代与病魔和穷困羁绊前行；这个家庭又是幸运的，因为广大爱心人士在伴他同行。你们的善行义举极
大地鼓舞了在病榻上与病魔斗争的曾睿婷小朋友，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相信，有大家的祝福、
关爱与帮助，曾睿婷小朋友和这个家庭会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大江文化协会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新时代的特色乡村，传播互帮互助互济的大爱精神，发扬“民风淳厚，民相
亲睦，贫穷患难，邻里相救”的乡村文化。通过举办新春文艺晚会、重阳敬老、爱心助学、大病捐赠等活动，改善了邻里
之间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增强了乡村互帮互助的观念。大江文化协会做到的不只是善行，更希望打造一个更温馨、更有爱
心和更美好的乡村。

衷心感谢协会同仁、大江村的亲友和许许多多社会各界热心朋友，感谢你们的爱心捐赠，感谢你们对这个家庭伸出博
爱之手，感谢你们对大江文化协会的信任与支持。

曾睿婷父亲：曾繁根
大江文化协会

2020年5月31日

我会执行会长潘亮、副会长谢玉华
回家乡兴国良村中心小学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Pan Liang, executive president and Xie Yuhua, vice president of CFNA

Back home xingguoliang Village Central Primary School

Carry out donation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致深圳市兴国商会全体协会同仁们的感谢信

向曾睿婷献爱心捐款活动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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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会长潘亮在面对数千师生发表捐赠感言时说，
在看到孩子们脸上灿烂四溢的笑容和身上朝气蓬勃的活
力后，他内心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因为这说明良村的
小学教育在全体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已呈现出一种更
加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孩子们有了更好的精气神，自
然眼中有光，心中有希望，这也是他心中曾经梦想过的
最美好的教育。这充分说明良村小学全体教师，正在孜
孜不倦地投入着为教育而不惜所有的“洪荒之力”和热
血韶华。因此今日的捐赠活动，庄严而神圣，饱含正能
量，极富仪式感！

副会长谢玉华在发表捐赠感言时表示，看到家乡教育越办越
好，他的内心是振奋而激动的。与此同时，他还看到良村的小学教
育，正用日日“牛气冲天”的精气神，换月月“牛转乾坤”的一片
天，因此他也切实感受到了良村小学的宏图已展，蓝图已开，美好
前程指日可待，似在眼前。而作为良村人的一份子，能为家乡日渐
臻进的教育尽一点微薄之力，他更是倍感骄傲和荣幸。同时他还希
望同学们能以今日为起点，继续在老师们的教育和引领下，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更加脚踏实地学好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本领。

捐赠仪式结束后，两位良村籍杰出乡贤与良村中心小学全体师生在校园广场进行了合影留念。

2月6日上午，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深圳市
兴国商会一行十余人在执行会长潘亮带领下走进
兴国县第二医院爱佑残障儿童康复中心，开展
“不忘初心、点滴助人”的爱心捐赠活动。兴国
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刘积新、兴国县第二医
院董事长张禄平、夕阳红老年公寓董事长张云
朱、兴国县第二医院总经理沈鑫等领导参加了本
次活动。

当日，深圳市兴国商会为康复中心捐赠了儿
童羽绒服以及营养食品等爱心物资。刘积新书记
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市兴国商会的爱心捐赠活
动，饱含了对家乡残疾人事业的深切关心，饱含
了对家乡残疾人的无限爱心。深圳市兴国商会执
行会长潘亮首先代表会长肖和平向兴国县第二医
院爱佑残障儿童及家属表示关心和慰问，并表示
在深兴国籍企业家们心系家乡，愿为家乡人民尽
绵薄之力，这次捐赠活动目的是关爱家乡的残障
儿童，通过我们的行动，帮助他们树立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同时商会也愿意在医疗方面为兴国
百姓提供专家义诊，为需要专家治疗的贫困家庭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沈鑫总经理感谢深圳市兴国商会的爱心义
举，企业家们为孤残儿童送来的爱心物资和善
款，不仅改善了孩子们的康复条件，更使他们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相信在深圳市兴国商会
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关心、支持
慈善事业，促使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扶弱助残之
风。沈鑫总经理还向企业家们介绍了爱佑残障儿
童康复中心的业务开展情况，介绍了兴国县第二
医院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学科建设、人才建设及
人文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在外的企业
家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

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我会出席人员有执行会长潘亮、常务副
会长张云朱、肖忠慰，副会长刘国民、谢玉华，
理事邹家元、张文昌、黄辉、邱日瑞、会员肖豪
城、张荣贵。

深圳市兴国商会走进兴国爱佑
残障儿童康复中心开展爱心活动

Shenzhen Xingguo chamber of Commerce

Xingguo Aiyou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 disabled children  Carry out love activities

▲ 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刘积新发言

▲ 深圳市兴国商会执行会长潘亮发言

▲ 兴国县第二医院总经理沈鑫发言



兴国县第二医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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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第二医院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洪门工业园区红门大道593号，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与
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与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建立了医疗定
点协作医院，并与解放军175医院全军骨科中心、烧伤中心、消化中心建立了协作关系。先后获得“赣州市青年文明号”、
“赣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兴国县诚信自律先进单位”、“兴国县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兴国县和谐基层工会”、
“兴国县优秀企业妇委会”、“兴国县先进团支部”等荣誉称号。

地址：赣州市兴国县洪门工业园区红门大道593号
服务热线：0797-5342556、5340120

▲ 与受赠的残障儿童及家属代表合影

4月12日，深圳市兴国商会副会长、深圳市中深勘测
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玉华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良
村镇卫生院举行爱心捐赠活动。继在良村中心小学捐赠了
价值25000多元的多功能音响设备后，谢玉华又为良村镇
卫生院新冠疫苗接种点捐赠了价值约5000元的TCL F9型
号65寸液晶电视一台，用于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知识的健康
宣传。

良村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陈开名代表医院接受
了捐赠并对此表示感谢。陈开名院长说，谢玉华董事长能
于百忙中心系良村医疗事业，关爱医者和患者，体现了他
对医者的尊重，对患者的关怀，精神可嘉，令人钦佩。

谢玉华对此则表示，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他赴深创业后一直以来的心愿。这次回乡能为家乡教育
和医疗尽一份绵薄之力，让他倍感荣幸，更感今后任重而
道远。

据悉，良村籍杰出乡贤谢玉华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创业
者、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型企业家，目前在深圳创业获得
较大成功。2003年毕业于赣州地质学校后，只身赴深圳
创业，先于深圳协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担任业务员、业务
经理。后独自创业，创立深圳市中深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并将公司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在事业取得较大成功后，谢玉华一直情系桑梓、牵念
故土，并用自己火热的红心、赤诚的情怀、积极的行动竭
力回报乡闾，体现了新一代良村企业人对于家乡浓浓的挚
爱与深沉的情怀。其在家乡一系列的捐资助学、助医活
动，赢得了家乡人民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

我会副会长谢玉华回家乡
兴国良村镇卫生院进行爱心捐赠活动

Xie Yuhua,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Home Township xingguoliang village and Town Health Center

Carry out love donation activities

（谢玉华为良村镇卫生院捐赠的液晶电视）



1998年6月5日，祖籍广州的香港居民刘女士（加拿大国
籍）就其座落在广州市河南同福西路183号房屋相关事宜作为委
托人向广州居民罗先生出具了《委托书》，《委托书》载明的
委托事项如下：“我是座落在广州市河南同福西路183号（广州
市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338号）房屋之产权人，现我委托罗先生
为我在广州市的合法代理，全权代表我执行和处理下列事项：
1.为我向房管部门办理上述房屋登记，领取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手续；2.与有关单位就上述房屋的修缮、改建、征用拆建、产
权交换签证订协议；3.如上述房屋涉及诉讼，有权代我向人民
法院起诉或应诉，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
提起反诉或者上诉；4.受委托人无权将上述房屋出卖，转赠，
抵押。本委托书有效日期以签署之日起至完成委托事项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于1998年6月11日出具公证
多字2225号公证书，证明刘女士于1998年6月5日来到该领事馆
在《委托书》上签字。

2002年3月19日，广州海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称“海
德公司”）因开发建设的需要，征用拆迁刘女士位于广州市海
珠区同福西路183号的房屋，并与刘女士代理人罗先生签订了
《广州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刘女士同意
海德公司拆除上述地址的共278.0031平方米的房屋，海德公司
将自有的坐落在同福西路红线范围内回迁房首层商铺、第22层
住宅，位置靠同福西路东北向共278.0031平方米的框架结构的
房屋用作产权调换（补偿），海德公司应在2006年3月21日将
上述自有房屋交付原告使用；如海德公司逾期交付上述房屋，
则按政策规定的标准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同日，双方签订
《房屋拆迁安置协议》，除约定产权调换事项外，并约定海德
公司按每月6761.3元向刘女士发放临迁费，从刘女士搬出原住
房之月起支付至海德公司通知回迁之月止。

上述《产权调换协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后，
代理人罗先生于2002年3月25日将上述原址房屋交由海德公司
拆除，并将原有关产权所有证等交由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注
销。

但海德公司却没有如约履行将上述用作产权调换的房屋交
付刘女士的义务，刘女士从加拿大回国后，多次与海德公司交
涉，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2010年9月16日，刘女士将海德公
司及万新公司起诉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按照
《产权调换协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约定交付拆迁补
偿房屋、支付拆迁补偿金，法院追加罗先生为第三人参与诉
讼。

经海珠区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7年9月，被告万新公司通
过拍卖程序以48908万元购买了海德公司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路
会龙里南侧、歧兴直街东侧、同福西路169-209号以北地段
14126平方米的地块地块的开发权。对此，有广州市海珠区人民
法院作出（2007）海民执字第3759号-1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

2008年4月16日，罗先生作为原告的代理人（甲
方）与万新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订明
甲方将因同福西路183号房屋拆迁而对海德公司享有的全
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万新公司；双方共同确认债权
转让价格构成为：住宅部分185.3354平方米，每平方米
8000元，合计1482683.2元；商业部分92.6677平方米，
每平方米15000元，合计1390015.5元；临时搬迁补助费
共18个月，每个月6761.28元，合计121703.04元；转让
总价为2994401.74元；本协议签署后20个工作日内，甲
方需将《材料移交清单》内的材料原件移交给乙方代表
签收，甲方需签署并公证《授权委托书》，在签署本协
议的同时签署需送达海德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并交
给万新公司代表，由万新公司负责送达；当甲方完成上
述工作的同时，万新公司须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甲方
在领取债权转让款当天内搬出并移交原址房屋给万新公
司拆除，逾期则视作自动交付房屋给万新公司拆除；甲
方收到债权转让款后，债权及相关权益的转让即完成；
甲方在收取债权转让款时，需向万新公司提供同等金额
的票据。该协议后部甲方刘丽如签名，代理人处有罗先
生的签名、盖章和指模。同日，罗先生收到2994401.74
元的补偿款并向万新公司出具收据，并向万新公司移交
诉争房屋的材料（1.2225号公证书；2.房地产证；3.《房
屋拆迁安置协议》；4.《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
协议书》；5.调房方框图22层A-2幢B单位、C单位；6.调
房方框图同福西183地下商铺），万新公司签收上述材料
并向罗先生出具了《移交清单原件》。同日，万新公司
在公证书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公证员的见证下将通知人
为罗斯的《债权转让通知》通过EMS邮寄给海德公司，
告知上述债权转让事实，海德公司已签收。

2008年10月27日，万新公司起诉海德公司，称其按
《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女士支付了债权转让对
价，刘女士也已将债权转让通知发给海德公司，故要求
海德公司将同福西路183号房屋的回迁安置变更为弃产补
偿 款 给 万 新 公 司 ， 并 要 求 海 德 公 司 向 其 支 付 临 迁 费
141987.3元、延期补助费277213.3元、逾期补偿金
127788.57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海珠区法院出具
（2008）海民三初字第368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一、变更刘女士和海德公司于2002年3月18日签订的
《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的回迁安置方式为货币
补偿方式；二、海德公司在签收本调解书之日起三日
内，向万新公司支付因拆除广州市海珠区同福西路183号
房屋的弃产补偿款1593143.1元；三、海德公司在签收本
调解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万新公司支付从2006年4月至
2007年12月的临迁补助费121703.4元、延期补助费
243406.8元、补偿金109533.06元；四、本案诉讼费
22530元（含受理费11670元、财产保全费10860元）由
海德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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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被拆却拿不到补偿款，起诉被驳回年龄最大的当事人
The oldest party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萧文全
深圳市兴国商会 荣誉秘书长     萧文全

笔者感言：执业20余年，办理的非诉、诉讼案件不少于3000件，
标的几千万、上亿的也不少。但刘女士案件给笔者留下的记忆却颇为
深刻，以至于虽然过去多年，却仍然想把它记录下来。一个90多岁的
老人，房子被拆近10年却拿不到赔偿，提起诉讼却遭遇败诉结果。是
法律不够温暖还是人心不古？通过努力，给95岁的刘女士讨回了说
法。过程很艰辛，至今忆起，还历历在目。是认真和坚持，才使案件
在一审败诉的情况下通过二审、再审最终维护了刘女士的合法权益。

2014年9月19日，坐着轮椅从香港来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的
96岁刘女士，从法院执行法官手上拿到一张3794627元的现金支票。
自此，一起历经四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圆满结案。而
96岁高龄的刘女士也成为本人律师执业迄今为止年龄最大的当事人。



为证明其善意认为罗先生有权代理刘女士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和领取补偿款，万新公司提交了一份2006年6月1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出具的公证多字2015号《委托书公证书》，该授权书表明罗先生有转委托权。同时，万新公
司又提交了广州市南方公证处2008年4月18日出具的《转委托书公证书》，《转委托书公证书》显示罗先生将刘女士同福西
路183号房屋的所有权利转委托给万新公司代理。

海珠区法院认为，罗先生代理刘女士与海德公司签订的《广州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合
法有效，双方应切实履行。现回迁地块已被法院拍卖，海德公司不再具备履行协议中主要义务的能力，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
目的无法实现，按政策规定，被拆迁人有权要求将原来约定的回迁安置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罗先生作为刘女士代理人通过
向万新公司转让债权的方式获得2994401.74元的补偿款，至于如何返还是另一层代理关系。2008年4月的公证转委托书所提
及代理事项中“代为申请执行、代为处分诉讼标的物、代为领取执行款”是1998年公证委托书中没有的，故可采信万新公司
所说罗先生在南方公证处办理债权转让手续时，已经提供了2006年的公证委托书给南方公证处参考。万新公司在与罗先生办
理债权转让手续时，检查了罗先生出具的2006年《委托书》和房产证等相关证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其办理债权转让并
交付赔偿款给罗先生是经过谨慎注意的善意行为。罗先生的行为对于万新公司而言构成表见代理，依法应认定刘女士与万新
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故刘女士无权再主张海德公司和万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向罗先生主
张返还赔偿款，原告可另循途径解决与罗先生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据此，海珠区法院驳回了刘女士的诉讼请求。

安宫牛黄丸是我国传统药物中久负
盛名的急救药物，更是同仁堂十大王牌
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丸、紫雪散并称
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的处方来源于
《温病调辨》。书中认为心为君主之
官，心包犹如居主之宫城，代君受邪，
本方善清内陷心包之邪热，使心主能安
居其宫，又以牛黄为主药，故而得名安
宫牛黄丸。常用于中风、心脑血管疾
病，小儿高热的突发急救。很多人都知
道安宫牛黄丸是急救药，然而却不知道
其有什么用途，应该什么时候服用效果
最佳。
一、【主要成份】：牛黄、麝香、

（现代）水 牛 角 浓 缩 粉 （ 老 版 用 犀
角）、郁金、黄芩、黄连、栀子、冰
片、珍珠、雄黄、朱砂、金箔（黄金磨
成粉末）。
二、【功能主治】：清热解毒，镇

惊开窍。适用于热病，邪入心包、高热
惊厥、神昏谵语、中风昏迷及脑炎、脑
膜炎、中毒性脑病、脑出血、败血症见
上述证候者。 居现代药理研究安宫牛黄
丸可改善脑缺血缺氧状态，延长缺氧状
态下的存活时间，保护血脑屏障，从而
修复受损的神经系统，对脑神经细胞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促使大脑皮层神经原
被活化，缩短恢复清醒时间；降低血
压，减轻水肿脑组织的含水量，抑制脑
出血后的炎症，减轻脑出血导致的脑组
织损伤，缩小脑梗死体积。

对于2006年6月11日公证多字2015号《委托书公证
书》，刘女士毫不知情。而且，2006年刘女士全年均在香
港，没有出境记录，不可能在2006年6月前往中国驻多伦
多总领事馆签署授权书。如果这份公证书是假证，那2008
年4月的公证转委托书借以成立的依据就没有了。同时，
罗先生称其为了完成刘女士的委托代理工作，委托了广州
的律师处理，支付律师费100余万元。也就是说，如果刘
女士以委托代理合同为由向罗先生主张权利，能拿回的款
项少之又少。

2011年11月11日，93岁高龄的刘女士委托笔者代理
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接受委托后，笔者针
对1998年6月11日《公证书》刘女士并未授权罗先生出卖
房屋收取款项及有转委托的权利。一审认定第三人罗斯
2008年4月16日与广州市万新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属表见代理依据的是2006年6月11日《公证
书》，而2006年6月11日《公证书》并非刘女士签署，属
于虚假证据，罗先生与万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
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
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因上诉人并未追
认罗先生与万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的合法
性，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刘女士没有约束力。因此，原
审判决认定先生与万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行为
属表见代理属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适用法律不当。同
时，笔者代理刘女士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广州市
南方公证处2008年4月18日出具的《转委托书公证书》及
2006年6月11日《公证书》的真伪进行核查或鉴定。

经二审法院向广州市南方公证处调查，南方公证处回
复：我处从没有出具过证明罗先生签订《转委托书》行
为，贵院提供的编号为（2008）南公证内字第号《公证
书》（复印件）系不法分子假冒我处名义伪造而成。

至于对2006年6月11日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的《公证书》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二审法院表示没
有鉴定机构。于是，2011年12月1日，笔者以所在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名义分别向外交部
领事司、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出具了《请求查证
公证多字2015号公证书真伪的函》。经过耐心的等
待，2012年3月1日，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
所收到外交部领事司领八函【2011】1554号复函，
复函称：经核查，我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未曾出具过
公证多字2015号公证书。

经过三次开庭审理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年8月23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
35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海珠区法院作出的一
审判决，将案件发回海珠区法院重新审理。

刘女士的诉讼请求得到重审法院支持，刘女士
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2013年6月3日、7月9日，海珠区法院根据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笔
者继续接受刘女士委托，担任其重审阶段的诉讼代
理人。

2014年3月13日，海珠区法院作出（2013）穗
海法民四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刘女士的全
部诉讼请求。

海珠区法院作出重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
提出上诉，判决生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2014年9月19日，笔者及刘女士之子陪同96岁
高龄的刘女士来到海珠区法院，执行法官将一张
3794627元的现金支票交到了刘女士手上，一起历
经四年的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急救药安宫牛黄丸如何正确使用
How to use Angong Niuhuang Pill correctly

作者：钟春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北京同仁堂星辰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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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上诉后二审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



跨境电商
毕业至今来深圳快七年了，刚来深圳就有听说外贸这个行业，但最早接触到跨境电商是在2016年中，那时候才算初步

的了解这个行业，那时候做项目跟进与管理、时间和空间上都比较自由，加上我老婆也在外贸公司上班，就想着自己在家
做点兼职尝试一下。说干就干，最开始我的目光焦距在成本投入较低的eBay上，因为当时几个红利的平台中亚马逊投资太
高、速卖通也需要年费，eBay是传统的外贸平台易于进入。那时候的我没有做具体的规划和目标，选了一些产品上架测试
但是效果不佳，最终不到半年草草收场，最多时一个月利润不到两千。那时候我的思维和很多只听说没实践过的朋友一
样，认为这不过就是通过平台卖个货赚个差价而已，虽然本质没错，但是过程却大有学问；但这次的经历让我信心大失却
也激起我的好胜心，让我重新认真的去思考这个行业。

2017年，决定转行，果断辞职，加入到了跨境电商的求职大军中，因为不是应届生、一没经验、二不懂英语，两个月
时间面试过几十家公司，没人要我，我也理解，就算现在来我公司面试我也不要，最终在两个月之后成功应聘上平湖的一
家跨境电商公司，激动得三天睡不着，月薪四千，产品开发岗位，每天龙华到平湖来回四十公里，车辆限行，早上六点出
发，晚上八点回家，周而复始的坚持了一年。

（1）哪些人适合服用：
工作压力大，过度疲劳的中老年人群；抽烟、酗酒、熬夜等不规律生活方式的中老年人群；肥胖、高血压、癌症等疾病人

群，体检提示需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有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既往史和现病史人群；有中风、癫痫、
精神疾病及其他危重疾病的家庭；三高人群(特别是中老年人高血压)、中风家族史患者。
（2）高血压危象：
[症状]血压升高、头痛欲裂(爆炸性头痛)、心慌胸闷气短。
[服用方法] 1/4丸舌下含服，静坐休息, 15-30秒可缓解症状。原服用降压药间隔2小时继续服用。
（3）中风先兆(三高、中老年人)：
[症状]头晕、头痛、眼睛模糊、嘴角歪斜流口水、说话口齿不清、面部僵硬、同侧手脚麻木无力、步行失去平衡等症状。
[服用方法]出现中风先兆，每天服用一丸至症状消失，但连续服用不要超过七颗。
（4）中风发作期：
[症状]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牙关紧闭、两手握固、大小便闭、面赤身热、气粗口臭、躁扰不宁、舌苔黄腻,脉弦滑数。
[服用方法]中风3小时内立即服用安宫牛黄丸1丸。可有效保护大脑，减少后遗症的危害。（并及时到医院就诊）
（5）[特殊服用方法]：
a、惊蛰、夏至、霜降、冬至四个节气前一天、当天、后一天。
午饭后半小时服用(11-13点之间)。每日一次，每次一丸。（注;这种服用方法客户推荐较多，较难掌握有效临床数据，此

服用方法有待验证）。
    b、对特殊昏迷无意识患者，温开水化开，滴入舌面，鼻饲或者灌胃。

四、安宫牛黄丸存储时间：部分人认为药“藏”的时间越久，疗效越好，安宫牛黄丸也是有保质期的，有效期是5年。而且安宫牛
黄丸所含的麝香、牛黄，冰片属于易挥发的芳香药，如果存放时间太久会影响其疗效。同时丸剂的密封，存储条件也会对药物有一定
影响。

五、安宫牛黄丸是属于中药中的急救药，很多人家中都有储备，但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保健品，更不是补品，需在医生指导下服
用。总之在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保暖，多喝开水，多运动，这样对于自己身体才有益处，同时增强自己免疫力，保持精神状态良
好，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有益健康。

职业与爱好，感恩与前行
Career and hobbies, gratitude and progress —— Cross border and catering

——跨境与餐饮

深圳市一心一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景心苑私房菜馆 总经理

深圳市兴国商会理事 曾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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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宫牛黄丸：不仅局限于说明书中的病症，用途非常广泛，应结
合临床病症，灵活运用，其主要功效有几大块：
（1）复苏及保护大脑：对中风，脑卒中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临

床经常用于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等的急救，也可用于脑卒中
后遗症。以及各种脑炎、乙型脑炎、病毒性脑炎、散发性脑炎、流脑
等。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出现高热昏迷，惊厥等极期症候时使用。也
可用于脑膜炎后遗症，各种脑损伤，常用于严重脑外伤、颅脑损伤、
脑出血等的急救。
（2）清热解毒，镇静开窍。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高热、昏迷、惊

厥、抽搐等症状：对细菌、病毒、内毒素等引起的发热；各种时疫流
感瘟疫等导致的发热、高烧不退、昏迷等；特别是高热反复发作，疗
效比较显著，顽固性癌性高热：晚期癌症引起的发热；小儿感染性、
非感染性和不明原因的高热；小儿热性惊厥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
冠病毒，安宫牛黄丸发挥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受关注程度之高，是
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三、因安宫牛黄丸属于处方药，涉及专业知识较强，有些病症需
一定专业辩证治疗，较难正确的把控用药方法，现重点介绍一下大家
比较耳熟能详安宫牛黄丸对中风的正确用药知识。

跨 境 四 年 ， 餐 饮 四 个
月，截然不同的创业方式，
截然不同的创业心态，我更
愿意理解为：生存与生活。

我朋友说我是个矛盾的
人，高中是体育生，大学的
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出来
工作是做工地的项目管理，
创业搞的是外贸，现在又做
起 了 餐 饮 ； 咋 一 看 确 实 是
的，但其实我并不矛盾，这
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情，都源于我自己的规划，
今天主要聊聊来深圳后的两
次创业，一个是职业，一个
是爱好。



历经几年，业绩在逐步上升、规模变大的同时压力也越来越大，固定开支、运营成本、库存成本等；在这个过程中走了很
多弯路，吃过不少亏，也算是经过了社会的毒打。我也从开始的满腔热情到现在的不喜不悲，成长不可谓不快，虽然目前公司
逐渐稳定，但我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主动性太弱了，平台政策变动，受剥削的永远是我们卖家，尤其是今年，跨境
行业地震，跨境龙头企业因为刷单封店几百个、几千号的企业一夜之间破产，无数供应商上门讨债。不少中小型企业也损失惨
重，集体寻找出路，所以奉劝想入行的朋友，入行需谨慎、隔行如隔山，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你所看到的成果是别人夜以
继日的付出才得以展现的。

近些年来跨境电商行业创业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因为入行门槛低，投资少，好像人人都能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前赴后
继的涌入这个行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五花八门，各种骚操作也让人眼花缭乱的，疫情开始国外客户购买力下降、成本
增加，物流等各项费用攀升，人力成本提升。加上各种“做慈善”的卖家朋友，导致内卷情况严重，这个行业越来越难做，所
以今年亚马逊整顿对于正规操作的卖家来说也不见得是坏事，等于变相的提升了整个行业的门槛，经常有朋友问我，那现在跨
境电商还值得做吗？我说几点个人观点吧：

1.可以做；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公司正在享受着跨境电商带来的发展契机，作为新兴贸易业，跨境电商
正在凭借其线上化、多边化、本地化、非接触式交货、交易链条短等优势，以高速增长态势，加之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国际战
略布局和政策支持，为众多卖家及企业的商业拓展与未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做什么？跨境电商的蓝海市场在哪里？ 目前主流的跨境平台有：Amazon、速卖通、eBay、Wish、Shopee、Lazada、
Shopify等；针对的国家和市场各不相同，在中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目的地排名前五名中，有三个市场均位于东南亚地区；发
展中国家的消费能力正在与日俱增，网购习惯也是大势所趋。

3.如果有朋友想要做跨境电商，我建议做Shopee，我们叫虾皮，Shopee一共覆盖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越南、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等十余个市场，shopee优势明显，试错成本小，不强制要求有电商经验，入驻无需任
何费用，这对想要低成本创业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绝佳的机会。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2018年初，因为大宝快出生了，加上公司制度多变，还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导
向，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因为有团队管理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搭建起了创业团队。

3月20日正式离职，经过中介朋友的帮忙和比对，4月1号确定了办公场地，120
平，离家近、成本低。接下来注册执照，准备资料，招人、选品、开店、运营、打包
发货、对接供应商物流商；公司取名深圳市一心一景科技有限公司，寓意为“一群人
一条心同一个愿景”，致力于打造年轻人热爱、客户喜爱、有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品
牌；前期个人把这些事情理顺耗时两月有余，是非常充实且快乐的一段时光。之后便
开始搭建团队，陆陆续续完善，半年时间整个公司的雏形就出来了。人员多了之后管
理上的问题也逐渐突出，在这个阶段也慢慢建立起来了公司的制度，比如招聘制度、
考勤制度、薪酬制度、晋升制度等等。在团队配合的同时同步加强了流程建设、构建
企业文化、2019年开始也搭建起了公司的培训制度，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学习
管理知识、专业技能知识，至此我才发现，做一个公司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杂事太多，需要把控和处理的事情太多，发现自己的水平也不够，业绩的瓶颈、人员
的流失、资金的短缺、公司的前景等，常常搞得我心烦意乱、压力大到整晚整晚的睡
不着，那段时间精神状态差到了极点，甚至怀疑自己这点能力能不能撑下去，真心地
觉得要做好一家公司确实太不容易了。

进入公司后才算是真正打开了跨境的大门，从平台选择、组织架构、岗位配置，岗位职责，运作流程，专业知识等方面都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才发现之前自己是多么“无知”，也很庆幸，我这种“三无产品”也有公司愿意接纳。在职期间主要做的
是产品开发岗位，为期一年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期学习、中期实践、后期管理；一、学习：学习行业知识，平台规
则，岗位技能，然后就是各种培训各种实操，基本上前三个月都是在学习这个行业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枯燥且乏味，自主学习
居多，没耐心没方向的话，比较难坚持；二、实践：三个月之后实践为主，选品选供应商，因为做的是3C类目，满深圳的跑，
拜访、沟通各个厂家，三天两头都在华强北，隔三岔五的在出差，中期的这三个月快速的积累了产品知识，选品玩法，以及了
解到更多的行业知识；三、管理：随着公司的业务量增加，公司开始招兵买马，以我为中心的产品部门开始搭建，从面试到培
训到出成绩，从一个人到十二个人，从门外汉到公司中层管理，我发现那半年是我进步最快的半年，也是我自主学习能力最强
的半年，也特别感谢当时公司给予的机会；后期三个月我开始陆续跟别的部门对接，沟通；开始学习其他的岗位，甚至运营过
亚马逊店铺，到我离职的时候，整个公司的运作流程我了解得一清二楚，似乎也没多难，后来才发现我想的太简单了。

4.国内抖音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娱乐和购物平台了，国际版抖音TIKTOK这两年也是以飞速的趋势上升和发展，如果对于有短
视频运营基础和新媒体运营能力的朋友来说，首要推荐TIKTOK，以更大的创意和更快的速度获取更多的客户流量，进而转化为
我们的订单和利润。

没有好做的行业，也没有难做的行业，任何行业只要你愿意去钻，总能分到一杯羹，想好了就去做，取舍间别犹豫！选择
与努力同样重要，在正确的选择上努力更加事半功倍！
餐饮
私房菜馆是今年七月份开始弄得，取名景心苑，主打老家江西赣州兴国菜，为什么说爱好呢，其实做餐饮我早两三年就开

始有想法了，也有规划，甚至做跨境之前都有考虑过，我的爱好有三个：篮球、做饭、打麻将；景心苑就能满足我两个哈哈，
当然开玩笑的，既然做就要做好，做之前也犹豫了很久，没有经验、没有资源、又是跨行业，所以一直有想法但是没实施。

转机出现在今年六月底，闲来无事叫朋友带去转转看看场地，也没报什么希望，因为这种操作我们已经很多次了，看了几
个都没什么兴趣，直到看了现在景心苑的场地后，我觉得我挺喜欢的，独门独院、私密性好、停车方便、设备现成、可操作空
间大；之后一周我去了五次，第六次时我把它签下来了。

做餐饮三要素：口味、服务、环境。
一开始这三个一样都不占，只能一个一个去搞定，首先招聘厨师，前半个月都在重复着招厨师、试菜、筛选，粤菜师傅好

招，但是试菜成本高，半个月光试菜采购就花费上万元，兴国师傅不好招，只能通过熟人介绍，经过多次挑选后才最终确定。
接下来就是小院改造、菜单制定等，接着就开始着手准备开业的事情，因为没经验，根本无从下手，所以开业前求助于我们深
圳市兴国商会大家庭，商会得知后派专人跟进，出谋划策，并帮我策划开业仪式，发动会员帮我造势；真的特别感动，真的有
感受到家和家人的关爱。景心苑于2021年7月11日顺利开业，感谢所有关爱我的商会家人以及亲朋好友们！

开业后很多亲朋好友过来捧场，第一个月生意不错，但是第二个月开始逐渐趋于平淡，收到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菜品、定
价、口味、服务、引流、设施等等；做餐饮所有能遇到的问题、开业三个月内全部都遇到了，于是回过头来整改，一个一个解
决，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从菜品的种类不断尝试，不断改善，增加面点；服务流程和细节改进；增加台球、桌球、凉亭配套等
休闲娱乐设施；卫生的严格把控、菜品的新鲜、营养与制作，坚持从老家采购农产品，让在深圳的兴国家人能够尝到正宗的家
乡风味。我们的菜品也在美团上有上线、抖音账号也会分享菜品的制作过程，让更多人爱上兴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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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我还属于一个门外汉，全凭自己的爱好就一头扎进这个行业，但是不正是因为爱好
才能做好吗，做了就要做好，这是我的原则，也是对支持景心苑的所有客人的负责。

初入餐饮，很开心认识了更多在深圳的兴国朋友，朋友们很支持的同时，在一起交流也学习了不少的知识，扩展了眼界。景
心苑致力于弘扬健康美味的赣菜，精心为广大顾客制作精品菜、良心菜，环境清幽、独门独栋、庭院凉亭，适合商务接待、朋友
小聚、公司团建。有台球、桌球、麻将、烧烤等休闲活动可供选择。

景心苑目前正在不断完善，不断改进，之前走过的弯路必将成为之后更好的服务！
创业心得
如何实现一群人一条心一个愿景，创业的团队管理至关重要。我认为：
第一，先有人情，再有制度；
人数较少的时候也不存在什么岗位和职责的太大区别，这个时候团队的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团队氛围最为重要。马云说过，

一个人离开要么是干的不开心，要么钱没给够。
创业团队一般没有能力给到太高的工资水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管理者要有人情，比如生日呀，聚会呀，喝酒呀，家里有事

可以互相帮助等。多关心下属除工作之外的事情。培养的是感情。记得我们团队只有几个人的时候，经常去吃海底捞，自助餐，
KTV，旅游等等。

第二，尽快带领团队做出业绩；
做出突出的业绩比什么都重要，自己不但要科学的管理方法，还需要了解整个团队的运作情况，不停的去测试不同的运营方

法，加强选品的能力。大部分行业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产品可以是实物型的也可能是虚拟的，但是核心都是围绕产品、运营去
做，都是由人和团队做出来的。

第三，建立新人培训模型，师傅带徒弟；
推荐一带一的模式去带新人，有针对性，也能培养感情，建立团队和谐，以及快速融入团队。筛选合适的人去作为师父，让

他经常去带徒弟。
在跨境电商领域，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很多运营招的都是小白，很快就可以学会的。
现在都是90后和00后了，你朝他吼几句，训几句，可能明天就不来了，所以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态度也很重要。
第四，筛选人才，建立起人才梯度；
多面试，多试岗，多试用，留下最优秀的，并且有淘汰机制。作为公司的老板必须要有自己的专业和科学的招聘面试技能，

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那我们就多去尝试，多试用，还是能快速试验出来哪些是更适合我们团队的人才。
创业的初期尽可能的实行一人多岗，能够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也能够为团队配合建立起良好的基础。对潜力大的人进行重

点培养，快速晋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第五，完善奖励制度；
拖垮一家公司的往往是无责任的底薪和无冲击力的业绩，我们需要建立起明确的PK和淘汰制度，业绩完成情况和日常的工作

表现和学习成长空间都是考核的维度。营造团队PK的氛围，老板必须要研究行业的薪酬制度，关于提成的板块、阶段的设置，财
散人聚。

特别推荐的是，可以设立团队奖金池，用于业绩突出，业绩增长幅度，工作态度，进度，突出贡献，创新，选品等等。
第六，建立良性的工作流程；
保证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拿餐厅来说，菜品的新鲜度、口味、成品，离不开采购环节的比对、储存、物流运输，到餐厅的

加工，配料的组合，到了客人的口中，心里，才是她成就的一生。所以各个环节我们都要做好严格的把控。
正是因为这些，才有配合、成长和进步。做跨境也是类似的道理，只不过菜品变成了产品，需要各个岗位的同事用心呵护，

朝着一个目标去迈进！当然，中间的财务收支也至关重要，需要把控到位。
公司和餐厅都在经营，两次创业经历让我成长了很多，也感悟很多，创业要有详细的规划、对行业的了解以及高度的热爱，

加上家人的支持，贵人的相助，最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有这最重要的创业三要素，成功就在不远处！总而言之，所有的事情都
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幸运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

我是创业人曾勇权，来自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永丰镇，如果你也正在创业或者准备创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景心苑找
我，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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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壹号珠宝有限公司：

    集黄金珠宝、钻石翡翠设计生产，批发零售于一体的原创性

珠宝公司；是一家爱美分享美让别人更加时尚更加全面富有的

珠宝公司！国际合作全球有30多家，国内合作有六福珠宝，周大生，周六

福，等品牌公司和珠宝店！

企业简介

深圳市壹号珠宝有限公司

电话：13927401197

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金座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