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山市青联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于艳超 男 1985年 2月 蒙古族 群众 大学本科
蒂升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中山

分公司总经理

2 于 淼 男 1990年 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专任教

师

3 马世杰 男 1983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美术科组

长

4 马 丽 女 1988年 1月 回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质量受

权人、质量保证部经理、药物警

戒部经理

5 马斯明 男 1993年 8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南方电网广东中山大涌供电分

局配电运维班高级作业员

6 王艳华 女 1989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东凤镇宣传文化服务中

心文化服务部主管

7 王 倩 女 1992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科研

和技术部副部长

8 王曦煜 女 1986年 8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香港一带一路总商会传讯公关

主管

9 戈婷婷 女 1990年 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动漫

教研室主任

10 孔 婧 女 1994年 1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

长

11 邓春健 男 1980年 2月 汉族
九三学社

社员
研究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校长

12 邓德干 男 1988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基督教会三乡堂牧区长

13 龙 斌 男 1991年 8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翰华锡业有限公司研发经

理

14 卢坤鸿 男 1987年 6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

15 卢育荣 男 1988年 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荣耀竞技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 卢晓虹 女 1987年 9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众联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澳门众联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禾集团董事、广东鹰唛

花生油食品公司董事、中山颐和

君利酒店董事、澳门善溢美容有

限公司董事、澳门婕渼医疗中心

董事

17 卢楚琪 女 1990年 4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广东华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18 卢聪聪 女 1988年 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广信达会计师事务所项目

经理

19 叶 姿 女 1995年 7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简爱家居集团董事兼营

销中心总监

20 丘书俊 男 1985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21 代 煜 女 1987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

22 白鸿飞 男 1993年 1月 汉族 民进成员 大学本科 广东众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3 邝子峰 男 1984年 1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邝氏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董事

24 冯义龙 男 1987年 1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广东茂益智慧生态有限公司总

经理

25 冯艺强 男 1990年 9月 汉族 群众 中专
中山市汇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26 冯家兴 男 1984年 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联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广告销售分区经理

27
司徒沛

莎
女 1988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

行财务管理部财务经理

28 毕 铎 男 1986年 3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政法幼儿园党支部书记、

副园长

29 师娟娟 女 1983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专任声乐教

师

30 吕钰新 男 1995年 2月 汉族
中共预备

党员
研究生

西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外派西

湾智慧（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31 朱 丽 女 1992年 10月 汉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广东捷点调研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

32 庄 迎 女 1991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博馆员

33 庄越之 男 1988年 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34 刘志华 男 1989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西区街道组团驻饶平县

联饶镇帮扶工作队队员



35 刘秀秀 女 1989年 11月 汉族
农工党党

员
研究生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音

乐教师

36 刘景锋 男 1997年 6月 汉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横栏镇江隆顺景水产养

殖场总管

37 刘鹏飞 男 1984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第一中学体育教师、高二

年级体育备课组长、校田径队主

教练

38 刘碧尧 女 1995年 9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麦家荣律师行见习律师

39 刘嘉杰 男 1984年 9月 汉族
致公党党

员
研究生

中山市越扬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

40 闫文静 女 1986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41 江济源 男 1993年 4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

公司中山分公司作业主管

42 许刚华 男 1987年 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大专

中山市祥圣房地产有限公司总

经理、广东冠安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总经理、圣居建设

(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力

装饰（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山市万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43 许志勇 男 1987年 10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红荔枝纸品包装有限公

司总经理

44 许婷婷 女 1986年 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南朗街道云衢小学教师、大队辅

导员

45 许嘉天 男 1991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小学副校长

46 阮杰诚 男 1990年 5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香港丰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广州卓越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总监（国际教育）

47 阮 铮 男 1994年 3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香山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

48 阮嘉诚 男 1991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沙溪镇团委副书记、中山市沙溪

镇圣狮村民委员会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团支部书记

49 孙安琪 女 1996年 12月 汉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柔

道运动员

50 纪荣庄 男 1984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心肾内科

医疗组长

51 严思桦 女 1989年 7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愿・慈善基金(IR no. 91/16830)董
事

52 李元娟 女 1990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专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办公室业务专员



53 李庆坚 男 1986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主管级

工程师

54 李旷怡 男 1980年 1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大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55 李灿泽 男 1984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德育

处主任

56 李 奇 男 1990年 9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市分行投资银行与同业客户

部副总经理

57 李明星 男 1984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医师 、医务部 副主任

58 李佳良 女 1986年 5月 满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石岐中学体育科组长

59 李铂嘉 男 1992年 12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恺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60 李 博 男 1982年 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副书记

61 李雄辉 男 1989年 4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广东英达思迅智能制造有限公

司总经理

62 李景姗 女 1987年 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博爱医院重症医学科护

士长

63 李 蒙 男 1992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重

案大队副大队长

64 李颖婷 女 1989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65 李嘉声 男 1989年 7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广东永涂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永力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美迪斯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广东美力置业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66 李 蕾 男 1985年 5月 回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南区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主任

67 杨子熹 男 1991年 9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

中华精英有限公司经理

68 杨 恒 男 1990年 2月 侗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西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会

长

69 杨银竹 女 1994年 9月 苗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汉文化促进会理事兼秘

书长

70 杨 磊 男 1988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石岐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71 肖伟林 男 1988年 12月 汉族
九三学社

社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青年网商协会会长

72 肖杰煜 男 1988年 9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英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

裁



73 时广森 男 1986年 2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课题

组长、博士生导师、正高级研究

员

74 吴仲贤 男 1989年 3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公安局政治处警务辅助

人员管理科科长、二级警长，团

中山市委常委、中山市公安局团

委书记

75 吴芷璇 女 1996年 5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新侨服

务中心负责人、333引育干部

76 吴 杰 男 1986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个人金

融业务部副总经理

77 吴俊文 男 1986年 6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

办公室高级技术员

78 吴冠华 男 1986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广东保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79 吴馨楠 女 2000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中

山市学生联合会主席

80 别业强 男 1983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大桥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技

术研究院副院长

81 邱文龙 男 1987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权益合伙人

82 何英伟 男 1991年 3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古镇镇七坊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及经联社负责人

83 何盈盈 女 1989年 7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总经

理

84 何智伟 男 1989年 4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无忌体育有限公司行政

总监

85 何舜杨 男 1986年 3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

山市分公司网络 BG高级副总经

理

86 何 稳 男 1982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国银行中山分行消费金融部

主任

87 余俊锋 男 1988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大成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88 余祥骏 男 1993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会发起人、会员

89 余曼妮 女 1983年 11月 汉族
致公党党

员
研究生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风控中心高级经理、公司

律师

90 汪 洋 女 1982年 8月 汉族 民建成员 大学本科 广东厚弘律师事务所主任

91 张泳瑜 女 1986年 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尚古传统文化推广中心

项目主任



92 张 玲 女 1985年 8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

93 张思远 男 1989年 4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

公司城区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94 张真铭 男 1989年 3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

城区北区营业部投递班长

95 张晓莉 女 1992年 2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教师

96 张 程 男 1985年 9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投资部经理助理

97 张 媛 女 1989年 9月 苗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公安局政治处组织科三

级警长，局团委副书记、机关妇

委会副主任

98 陈一杏 女 1985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99 陈艺文 女 1999年 6月 汉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跳水

运动员

100 陈剑锋 男 1990年 5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山市书

法家协会理事、墨池学院荣誉导

师

101 陈 晔 男 1981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广播电视台综合采集部主

任

102 陈雪琴 女 1983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

控制副主任医师

103 陈 斌 男 1987年 4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澳门卷柏意念设计有限公司项

目总监

104 陈锦辉 男 1989年 10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市益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轮滑教练

105 陈嘉欣 女 1986年 7月 汉族
农工党党

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科

副科长

106 武 雷 男 1988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党务

专干

107 招结萍 女 1989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市日顺厨卫有限公司行政

人事经理

108 林子右 男 1984年 6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许林律师行合伙人律师

109 林至颖 男 1979年 12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国未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石化（香港）有限公

司供应链总监

110 林县杰 男 1989年 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东凤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主治医师

111 林俊泓 男 1998年 9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

生



112 林健龙 男 1991年 7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卓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卓信控股（澳门）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珠海横琴信驿

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总

监

中山市功贸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驿通跨境（中山）供

应链中心运营总监

113 林凌菲 女 1992年 11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朱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114 欧阳洁 女 1984年 5月 汉族
致公党党

员
研究生

中山和睿规划设计管理有限公

司总规划师、中山香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5 易子川 男 1987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授

116 罗丽娟 女 1984年 4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山分社、南

方日报中山新闻部副主任

117 周伟瑜 男 1985年 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新盛世机电制品（中山）有限公

司研发中心副主管

118 周健雄 男 1986年 1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京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19 周梓盈 女 1996年 12月 汉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定向运动协会副秘书长

120 周翔云 男 1985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

121 周 鹏 男 1986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菊城小学德育处主任、少

先队大队辅导员

122 郑龙骏 男 1990年 4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

长

123 郑 伟 男 1986年 3月 汉族
无党派人

士
大学本科 中山市文化馆活动策划部主任

124 郑孝铭 男 1982年 10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香港美联物业代理有限公司客

户董事

125 郑晓松 男 1990年 7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澳门 CSI集团董事

126 郑晓锋 女 1988年 3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澳门镜湖医院心理治疗师

127 郑 嵘 男 1987年 6月 汉族
无党派人

士
研究生

中山市上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8 郑皓鹏 男 1993年 5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原石广告有限公司/澳门

原石意念有限公司艺术指导；广

东熊猫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企宣副总监



129 郑嘉宏 男 1989年 5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火炬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

130 胡冬青 女 1986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数智化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

131 胡浩然 男 1997年 1月 汉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服装协会副会长

132 胡梓琪 女 1998年 4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广东香山粤剧团有限公司演员

133 钟嘉盛 男 1988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芊苗公益传播中心主任

134 洪博凡 男 1988年 9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中医院副主任科员、主治

医师

135 胥文彦 男 1987年 3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康天晟合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裁

136 莫 丽 女 1988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广东大唐盛视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总裁

137 徐国胜 男 1990年 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人

138 徐春园 女 1985年 10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阜沙医院超声副主任医

师

139 徐钧钻 男 1988年 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日报社采集中心记者

140 徐奕新 男 1985年 5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党委委员、团委书记

141 高成龙 男 1984年 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三大队

三中队辅警

142 郭志康 男 1991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农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助理

143 郭忠之 男 1986年 9月 汉族
九三学社

社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方修书画院院长

144 郭俊良 男 1991年 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鸿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145 郭艳峰 女 1984年 4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

主任

146 郭 莉 女 1986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火炬开发区人民医院团委

书记、医务科干事、重症医学科

医生

147 郭彬彬 女 1989年 5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专任教

师

148 郭雪峰 男 1983年 11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

149 唐 健 女 1988年 10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体操教练



150 唐竟立 男 1986年 10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安盛中国保险有限公司精算师

151 黄小冬 女 1985年 3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基督教东升聚会点、堂副

主任牧师

152 黄文燏 男 1988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

公司副总经理

153 黄四海 男 1986年 9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大成共创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市华财工

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财投资有

限公司股东

154 黄立飞 男 1986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讲师、

党支部组织委员

155 黄再玲 男 1983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南头镇教育和体育事务

中心教研员

156 黄华蕊 女 1991年 10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留英中山同学会副会长

157 黄宏图 男 1985年 5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一

级法官

158 黄卓然 女 1990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弘淼渔业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159 黄 恬 女 1995年 9月 汉族 共青团员 研究生
甜桃文化传播（中山市）有限公

司负责人

160 黄健强 男 1979年 6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清风自游人公益服务中

心项目主任、中山市卡卡布诺手

工艺品设计工作室负责人

161 黄韵芝 女 1984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162 黄溶斌 男 1988年 3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小学总务主

任

163 黄嘉贤 男 1991年 9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市岐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4 黄嘉裕 女 1992年 9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香山粤剧研究院副院长

165 萧美泳 女 1990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盛泰轩家具有限公司总

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166 萧雅汶 女 1992年 2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协会

副会长

167 萧震然 男 1985年 5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香港焯然大律师办事处执业大

律师

168 梅慧民 男 1987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第一中学年级副主任

169 梁天池 男 1984年 8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环境保护技术中心副主

任



170 梁志立 男 1989年 3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菊城公益服务中心「青榄

社」项目总监

171 梁丽莎 女 1987年 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广东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管

理副总裁

172 梁奕尧 男 1995年 12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置贤科技大厦众创空间

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73 梁椅辉 男 1990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教授、

软件工程系主任

174 梁静雯 女 1979年 12月 汉族
致公党党

员
大学本科 中山美术馆二级美术师

175 梁嘉伟 男 1993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技师学院教师

176 梁嘉瑜 女 1990年 10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澳专医疗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鄕大记濑粉（茶果）专门店总

经理、中山市澳专资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富卫人寿保险

（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分区副经

理

177 梁毅豪 男 1988年 6月 汉族
无党派人

士
研究生

广东海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

178 寇海洋 男 1987年 6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博物馆文博馆员

179 董春雷 女 1984年 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语文老师、

德育组长

180 程华镇 男 1983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大学交通信号控制及交通

大数据应用联合实验室主任

181 曾雄飞 男 1983年 4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基信锁芯有限公司产品

研发部经理

182 曾锵华 男 1994年 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广东中元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183 谢立兴 男 1986年 5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金嘉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84 谢坚深 女 1978年 11月 汉族
无党派人

士
大专 网络大 V、自由职业者

185 谢咏霖 女 1991年 6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青阳助学助困服务中心

副理事长

186 谢金芳 女 1994年 3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烹饪

教师

187 蒲秀波 男 1987年 1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广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8 赖 艺 女 1992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山市石岐启发初级中学团委

书记

189 赖冠杰 男 1995年 7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至尊帝皇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山市北望中原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市高义

堂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山市五亩之宅文化资讯有限

公司董事长

190 雷 威 男 1985年 9月 畲族 共青团员 大学本科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开发部长

191 雷敏芝 女 1991年 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洪力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

有限公司助理院长

192 蔡显华 男 1980年 9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专
中山花木城园林有限公司董事

长

193 蔡颂思 女 1993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香港新华传媒集团董事

194 蔡海鹏 男 1989年 9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专
中山市华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办事员

195 蔡 雄 男 1983年 9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东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

196 蔡嘉毅 男 1984年 4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分行投融银

行与金融同业部副总经理

197 蔡燕华 女 1982年 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共中山市委党校（中山市行政

学院、中山市社会主义学院）副

校（院）长

198 裴钧科 男 1983年 5月 汉族 群众 研究生
中山市吉东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199 廖小卒 男 1984年 8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人民医院 ECMO 研究室

主任、手术麻醉一科副主任

200 廖伟平 男 1991年 1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基督教会石岐太平堂部

长

201 黎立群 女 1986年 12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影子舞蹈创作工作室总

经理

202 黎 坚 男 1988年 12月 汉族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副主任、三级检察官

203 黎昭权 男 1988年 10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研究生
中共中山市委党校政治和法律

教研部讲师

204 黎彩平 女 1984年 5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技师学院食品专业教师

205 霍惠成 男 1985年 5月 汉族 群众 大专 中山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

206 魏业奇 男 1992年 7月 汉族 群众 大学本科
中山市新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7 魏翠云 女 1986年 9月 汉族
中共预备

党员
大学本科 中山市三乡医院护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