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告8
2015年5月15日

菲律宾永宁镇联乡总会成立
暨首届理监事就职典礼隆重举行

热烈祝贺

菲律宾永宁镇联乡总会首届理事会机构芳名

祝贺单位

永远荣誉会长：卢祖荫
荣 誉 会 长 ：董尚真 李逢悟 董光溪 蔡友铁 陈著远

龚诗貯 李沧洲 施学坛 佘施淑好 龚诗榜
李良灿 李青松 洪文棋 李伟利

咨 询 委 员 ：吴华彬 陈天赐 林玉燕 吴彦进 蔡文忠
林金山 王守端 李清楚 林比立 陈辉煌
龚诗岩 李德鑫 李贤荣 李祖添 李汉民

名 誉 顾 问 ：蔡章作 蔡明凯 蔡敦仁 吴光级 颜永洲
许友清 蔡志河 施纯程 黄华山

顾 问：（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永泉 王正仪 王礼乐 王民寿 王守锦
王志炳 王志泉 王志琛 王志良 王志伟
王志敏 王和胜 王香生 王庭伦 王国煊
王庆长 王桥梁 李平陆 李平洲 李永铿
李永铿 李光平 李忠信 李育民 李刘丽荣
李沦源 李贤册 李贤谋 李国俊 李国垣
李国铨 李俊辉 李垂基 李建庭 李逢彬
李逢清 李逢暗 李隆华 李清江 何良平
林英杰 施能东 施能忠 高德泰 黄朋辉
黄昭议 黄琣全 黄迁寿 黄穆泰 陈清保
陈清俊 陈焕煦 董永洲 詹廷辉 刘贤棣
杨祖密 杨祖概 杨荣棟 杨经纶 杨掁陽
蔡章辉 蔡建南 蔡泽鸿 蔡树根 龚丕钦
龚世凯 龚佛然 龚诗瑜 龚荣华

理 事 长：董伦意
执行副理事长：蔡文生
副 理 事 长：杨贵吉 蔡奕棋 李正中 董群陆 董荣显

陈增文 蔡文默 杨祖慈 王清涵 蔡金东
李恩典

监 事 长：龚诗育
副 监 事 长：张拱北 龚强强 高明锭 佘文提 陈贤平

卢远艺 洪祖杉 施维谋 王建煌 黄清世

蔡维力 董伦润
参议委员：陈清满 蔡式必 蔡式追 王守财 林金安

董群建 黄奕澍 王文礼 陈清波 李天欣
陈清祝 龚书龙 李渡江 蔡彰平 李朝晖
王正程 施荣奖 何良顺

秘 书 长：蔡文忠
副秘书长：陈清振 李朗吟 龚志龙 董欣恭 李志强
财政主任：王正盛 蔡文芳 詹维纮 李建雄 姚庆强 董惠珍
总务主任：陈清妙 李艺生 李志猛 卢世请 蔡胜峰 姜宝端
福利主任：佘日捷 蔡泽煌 蔡建铭 李世协 李子明 高友谊
外交主任：李辉俊 李云雄 杨德志 龚雄志 蔡泽辉 佘清清
中文书主任：蔡文凭 郭荣民 吴身柏 龚栋梁 李大胜 黄焕祥
西文书主任：董欣唐 蔡芊景 李育镇 李根松 蔡文旭 黄荣艺
文教主任：李串联 李辉耀 郑伯希 蔡向群 杨金电 李少平
联络主任：李正阳 王剑鲂 李少蔚 陈荣展 洪建勋 吴奕春
组织主任：李文景 李垂祝 郑志勇 吴墩挺 李辉灿 董恋恋
调解主任：蔡型恒 龚清岑 董荣康 卢明达 杨祖镇 李志明
稽查主任：卢明革 董群宁 龚龙星 郑勋阔 蔡连山 李文芳
奖惩主任：李天祝 李光平 龚清溪 蔡海潮 卢明志 苏维雄
工商主任：蔡世景 陈增承 龚伟荣 陈奕逢 柳超群 卢文革
劳工主任：吴棋力 黄基林 蔡炳益 王海群 郭文泽 杨德松
经济主任：杨祖庭 董建立 佘圣丁 卢建山 蔡千进 高然文
职介主任：王英俊 佘文礼 蔡文科 董群典 李辉跃 吴奕焕
建设主任：蔡千快 施金镇 高 松 王聪明 张俊超 李顺昌
宣传主任：高德鹏 蔡汉雄 杨传围 卢文化 李红专 王少玲
资讯主任：洪祖默 龚金堆 李俾劲 蔡文灿 李欣育 李鹏程
保管主任：龚民强 施育仁 李世昌 陈垂宝 龚清维 卢明伍
企划主任：郑伯伟 杨金虎 洪祖伦 高耀忠 卢世迁
庆典主任：洪珊谊 董青云 杨仲民 蔡玲玲 刘飞达 李文生
体育主任：蔡永栈 佘圣牙 陈舜绵 蔡铭移 吴清河 李明树
康乐主任：蔡丁前 蔡泽煌 郭汉民 林松生 施岑芳 黄焕祥
青运主任：王小烈 陈腾达 李志勇 杨小乔 高文涛

福建省侨联
泉州市侨联
泉州市外事侨务办
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石狮市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石狮市委统战部
石狮市侨台外事局
石狮市教育局
石狮市侨联
中共永宁镇委员会
永宁镇人民政府
永宁镇侨联

永宁第一社区两委会
永宁第二社区两委会
永宁第三社区两委会
永宁第四社区两委会
郭宅村两委会
金埭村两委会
山边村两委会
郭坑村两委会
下宅村两委会
后杆柄村两委会
沙堤村两委会
新沙堤村两委会
院东村两委会
沙美村两委会

子英村两委会
西岑村两委会
洋厝村两委会
前埔村两委会
塔石村两委会
西偏村两委会
浯沙村两委会
港边村两委会
梅林村两委会
外高村两委会
石狮市永宁中学
石狮市永中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银江华侨中学
石狮市银中教育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