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暨第五届理事会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在广州召开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第四届理事

会、第四届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和协会新修订的章程，选举产生了

协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第五届理事和第五届监事。广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国盛，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

管理局周财泉科长到会指导并致辞，协会第四届会长罗伟坚、监

事长代表蔡泽垣出席会议，协会党支部书记兼副秘书长何柏如、

副秘书长葛新宇列席会议。会议由秘书长罗东明主持。 

会议同期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五

届常务理事会，聘用专职副会长和秘书处主要领导。会议还同期

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长。 

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协会现有会员 545 家，第五届会员代表单位 328 家。本次会

议应到会员代表 328 人，实到 280 人（含委托 30 人），实际到

会代表人数超过应到会代表人数的 2/3，且代表资格有效，符合

本会现行《章程》《会员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会议有效。 

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第

四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第五届

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审议稿）》《选举总监票人、

监票、计票、唱票人建议名单》和《关于〈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

协会章程〉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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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一致通过了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第四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第四届监事会工作

报告》《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审议稿）》

（以下简称《选举办法》）及《选举总监票人、监票、计票、唱

票人建议名单》。 

2.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章程（审议稿）》进行了

表决，等额选举协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理事、监事。经过唱

票、计票、监票和总监票人确认，本次投票发出选票 266 张，收

回有效票 266 张，选举、表决有效。 

各候选人得赞成票数均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 1/2，根据《选

举办法》规定，全部候选人当选（详细名单见附件）；表决票赞

成票总数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 1/2，《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章程（审议稿）》获得通过。 

二、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大会休会期间，第五届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谭粤

会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理事 108 人，实到 86 人（含委托 1 人），

超过应到人数 2/3，会议有效。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经

过唱票、计票、监票和总监票人确认，本次投票发出选票 86 张，

收回有效票 85 张，选举有效。各候选人得赞成票数均超过应到

代表人数的 1/2，根据《选举办法》规定，全部候选人当选常务

理事。此次当选的 17 名第五届常务理事，与第五届会员代表大

会已经选出的 18 位会长、副会长共同组成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

会（详细名单见附件）。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聘任罗东明为专职副会长，

同意聘任黄平为秘书长，同意聘任何柏如、葛新宇为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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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大会休会期间，第五届监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新当选的三

名监事参加会议，共同推举肖鸿韬主持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实到 3 人，会议有效。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五届监事长。

经过唱票、计票、监票和总监票人确认，本次选举发出选票 3 张，

收回选票 3 张，有效选票 3 张，选举有效。候选人得赞成票数超

过应到人数 1/2，根据《选举办法》规定，肖鸿韬当选为第五届

监事长。 

四、第五届会长谭粤发言 

谭粤会长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围绕确保政治方向、继续深

化服务、加强自身建设、加强信息公开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为

提升特种设备行业发展水平、提高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水平、促进

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五、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科长周财泉致辞 

周财泉科长对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协会

今后的工作方向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思想认识过硬，强化党建引

领，提高政治站位。二是制度建设过硬，坚持依法办会，加强规

范运作。三是业务本领过硬，提高履职能力，深化服务水平。四

是纪律作风过硬，严守职业道德，深植廉洁理念。 

六、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国盛致辞 

高国盛副局长首先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省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工作的代表们表示感谢，对协会历届理事会的工作表示充

分肯定。关于协会今后的工作方向，高国盛副局长指示：一是发

挥“三驾马车”作用，构建多元共治工作格局。树立红线意识，

坚决抓好特种设备安全服务工作。二是发挥好政府和企业之间桥

梁纽带作用，服务好会员，服务好安全监察。三是发挥好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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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定位作用，持续提高协会综合服务能力。协会要在新一届理

事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国家、省对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有关决

策部署，大家共同努力，为提升我省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管理水平，

促进我省特种设备行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 

1.第五届理事会名单 

2.第五届监事会名单 

3.专职副会长及秘书处主要领导聘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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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理事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协会职务 备注 

1 谭粤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副院长 会长  

2 罗东明 广州天鹿锅炉有限公司   顾问 副会长  

3 马险峰 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副会长  

4 徐俊杰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工程总部总经理 副会长  

5 张爱平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副会长  

6 黄海珊 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会长  

7 甘兵鹏 广州市长隆夜间动物世界有限公司  特种设备安全总监 副会长  

8 夏舞艳 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副会长  

9 李志敏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质量技术部副部长   副会长  

10 马俊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质量技术部部长 副会长  

11 邓耀荣 广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长 副会长  

12 罗鸿钧 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  副总经理 副会长  

13 潘海宁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技术负责人 副会长  

14 汪青根 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长 副会长  

15 邓志毅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会长  

16 何宏森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副会长  

17 杨瑞增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设备质监经理 副会长  

18 郑明光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  首席设备工程师 副会长  

19 陈宗贤 珠海市建华锅炉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务理事  

20 陈定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院长 常务理事  

21 李俊威 立信染整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品质部、设计部高级经理 常务理事  

22 余光胜 深圳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常务理事  

23 张学伟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常务理事  

24 罗爱明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常务理事  

25 郑建惠 佛山市良琦燃气具有限公司 质保工程师 常务理事  

26 曹传贵 广东菱电电梯有限公司    技术部部长 常务理事  

27 龚清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华南区总经理 常务理事  

28 黄擎津 佛山市顺德区特种设备协会 会长 常务理事  

29 戚政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院长 常务理事  

30 谢建 菱王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常务理事  

31 谢柳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东莞检测院 院长 常务理事  

32 曾明庆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务理事  

33 虞月荣 广东电研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常务理事  

34 蔡延彬 东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长 常务理事  

35 潘永刚 广东中轻工程设计院 院长 常务理事  

36 万祖平 广州众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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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方景坤 东莞市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理事  

38 毛晔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39 王思琦 佛山市南海区特种设备协会秘书长 理事  

40 冯洁玲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总经理 理事  

41 付利军 广州京华制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42 甘德果 广州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维保经理 理事  

43 叶海燕 韶关市特种设备协会 秘书长 理事  

44 叶鹏翼 深圳市泰重隆起重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45 叶威棠 中山市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46 叶宏洪 广东永通起重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47 叶品 阳江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长 理事  

48 刘同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验院 院长 理事  

49 刘星 广州市白云山云台景区管理中心 总经理 理事  

50 孙健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51 朱珊 湛江市质量安全技术协会   会长 理事  

52 陈伟文 广州市广石化工业设备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53 陈永峰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质安部副经理 理事  

54 陈庆军 肇庆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长 理事  

55 陈阮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副院长 理事  

56 陈发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院长 理事  

57 陈英红 珠海市安粤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58 何德良 佛山市永德封头锻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59 何永胜 广东联合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60 何伟才 广州华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61 李柱辉 佛山市特种设备协会 会长 理事  

62 李嘉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梅州检测院 院长 理事  

63 李越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院长 理事  

64 李贵荣 广东荣贵能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65 苏农 广东三浦车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66 吴小龙 深圳市舒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67 肖仁兴 蒂升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质量发展部经理 理事  

68 余辉武 佛山市腾辉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69 杨文志 广东茂化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理事  

70 张咏 广州市博乐锅炉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71 张杰 喜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理事  

72 张庆明 广州石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理事  

73 邹永清 清远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会长 理事  

74 金南辉 惠州市天目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理事  

75 金家武 茂名石化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76 林锡辉 深圳市鹏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77 林之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湛江检测院 院长 理事  

78 林凯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院长 理事  

79 林壮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揭阳检测院 院长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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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林耀有 佛山市三水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81 罗德智 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82 周章荣 欧西玛（广州）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理事  

83 郑建文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机电教学部主任 理事  

84 周伟青 珠海市特种设备协会 会长 理事  

85 周新华 广东昌安产品质量鉴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86 胡克 深圳市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87 胡昀 珠海新市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88 赵沃洲 广东江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理事  

89 莫家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院长 理事  

90 唐池 深圳市中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91 黄柏潜 广州诺登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92 黄锐良 广东盈泉钢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93 黄英 美迪斯电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理事  

94 黄界培 广州威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95 梁建新 佛山市质安职业资格培训中心 主任 理事  

96 梁志明 广东建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97 程明彬 广东奇才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98 蒋志军 茂名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秘书长 理事  

99 彭浩林 广东顺发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100 温建晖 云浮市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行业协会 秘书长 理事  

101 曾均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院长 理事  

102 赖立 惠州市特种设备协会 会长 理事  

103 廖志雄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院长 理事  

104 潘子毅 佛山市顺德区广沙百福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105 潘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院长 理事  

106 薛明华 佛山市巴苏尼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107 魏建雄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院长 理事  

108 魏华茂 揭阳市质量技术协会 会长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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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届监事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协会 

职务 
备注 

1 肖鸿韬 广东省建筑机械厂  党委书记、董事长 监事长  

2 刘水华 广州众力锅炉辅机有限公司   总经理 监事  

3 李森明 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  总工程师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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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职副会长及秘书处主要领导聘用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聘任协会职务 备注 

1 罗东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2 黄平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秘书长  

3 何柏如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4 葛新宇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