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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东倚宁都，东南邻于都，南连赣县，西邻万安，西北界泰和，北

毗吉安市青原区、永丰，连接吉泰盆地，距赣州市82公里、省会南昌346公里。全县辖25个乡镇、1个经济开

发区、304个行政村、8个城市社区，全县国土总面积3215平方公里，总人口80万。

兴国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建县历史已有1800余年。是全国著名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烈士

县和誉满中华的将军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苏

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达9.3万余人，为国捐躯的达5万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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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孕育了肖华、陈奇涵等56位共和国

开国将军。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并亲笔书写了“模范兴国”的奖旗授予兴国。

兴国境内红、绿、古等各色景点交相辉映，是旅游、休闲、观光的好地方。红色方面，拥有以“一院”

（潋江书院）、“二馆”（将军馆和革命历史馆）、“六园”（作风园、调查园、兵工园、名人园、烈士园、

将军园）、“七大革命旧址”（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旧址、中共江西省委旧址、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旧址、江西军区旧址、长冈乡调查旧址、中央兵工厂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暨红军军医学校旧址）为代表

的红色景点。绿色方面，冰心洞、太平岩、宝石仙境、丹霞湖和均福山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神工造化，风光秀

丽，各领风骚。古色方面，兴国山歌闻名遐迩，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文化部命名的“中

国民间艺术山歌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中国风水文化的发源地，梅窖三僚被海内外盛称为

“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被评为“全省十大特色景区”和“江西乡村游十大美景”，世界各地的风水爱好者

每年都云集三僚开展文化研习活动，兴国三僚风水文化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矿产资源方面，

已探明储量较大的有萤石、石灰石、高岭土、金、钨、钼等20多种，是赣州氟化工基地；农林资源方面，盛产

脐橙、茶油、生猪、灰鹅等，是国家命名的“中国油茶之乡”、“中国灰鹅之乡”、“中国红鲤鱼之乡”。兴

国位属赣州市一小时城市经济圈，距赣州黄金机场、井冈山机场均1小时路程；可通过京九、浙赣铁路与长江

三角洲进行经济联系；紧邻广州黄浦港、深圳蛇口、汕头港、厦门港等港口城市，路程均在550公里以内，且

都有高速公路相连接；境内有319国道和泉南高速公路经过，泉南高速在兴国段有三个互通口，距昆厦高速公

路40公里；兴赣高速、吉永泉铁路、赣粤高铁现已开工建设；随着兴国至井冈山红色旅游高速公路的规划建

设，交通将更加便捷。近年来，荣获“全省新农村建设五年工作标兵县”称号。主攻工业和招商引资工作连续

多年被评为省、市先进，以资源导向型为主的矿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机电制造、食品加工等四大产业集

群初步成型，兴国经济开发区先后被评为全省“十强工业园”、“招商引资先进工业园”、“样板工业园”、

“省级生态工业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功能日趋完善，品位不断提升，兴国县城被授予“全省文明卫生县

城”、“江西十大魅力新城”称号。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实现了县城到每个乡镇通水泥路或油路，实现了

100%的行政村通水泥路，实现了村村通电话、乡乡通移动电话。

序 言

“长冈”酒诞生于苏区革命战争时期的“模范兴国”。当年，在毛主席《长冈乡调查》的感召下，苏区政府把原有的三家酿酒

作坊合并，建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家酿酒厂----兴国酒厂。新中国成立后，兴国酒厂又改制成为兴国第一家国营酿酒厂。

“长冈”酒以传统技艺精心酿造，渊源流长，深深扎根于红色土壤，深得苏区人民的广泛喜爱。新品“长冈”酒系列，五粮酿

造，酒体丰满，口感柔顺，以全新工艺传承历史，致力打造老区人民心中美酒。

长冈酒



2014年10月16日
一个值得在深圳兴国人纪念的日子

深圳市兴国商会

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

登记正式成立了

欢欣鼓舞也好，热烈庆祝也罢，都不足于表达在深创业的兴国人的骄傲和感情。



深圳市兴国商会成立

庆典大会会长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乡亲：

大家好！   

深圳市兴国商会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于2014年10月16日经过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成立。深圳市兴国商会的成立

凝聚着各位领导、各位老乡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深圳市兴国商会的各位会长、各位理事、各位会员，向前来

参加成立庆典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承蒙各位同仁和老乡的信任与厚爱，推选我为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我感到这既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挑战和责任。在我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我也坚信和相信，有众多兴国同乡的鞭策和鼓舞，有广大会员的理解

和信任，本着兴国人“敢想、敢干、诚信做人”的原则和兴国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我将不辱使命、不

负众望、竭尽全力、认真履行会长的使命和职责，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为实现“沟通、互助、奉献、提高”的商会

宗旨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为此，我在这里郑重的承诺以下四点：

一、认真履职，努力搭建商会团结协作凝聚乡情的平台。

兴国浓厚的爱国情节，养育了我们共同的地域文化、相近的生活习俗和紧密的乡土情感，构筑了我们合作共事的

坚实基础。深圳市兴国商会的成立，为兴国籍商人在深圳的创业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共叙乡情的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我们都是平等的一员，同是兴国儿女，共为兴国老乡。当会员面临困难时，我们肯定要伸出援助之手；当

会员碰到挫折时，我们一定会为你分忧解难；当你的事业起步腾飞时，我们理当助一臂之力。真正做到以商会友、以

友促商，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让乡情、亲情、友情在商会活动中得到巩固和升华。在此，我也诚恳希望各位会员与

我们一道搭建好这个平台，不断提高参与商会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为商会的建设发一份光，出一份力。

二、建立制度，努力实现商会健康发展规范运作。

“商有商道，会有会规”。商会本身是一个民间组织，基本特征是“自立、自治、自养”，运作方式是

“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因此，严格的规章制度，健全的管理规范，有序的运作程序，是商会

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为此，我要以商会章程作依据，建立健全商会的会议、财务、会员、会费、经营、维

权、选举等日常基本制度，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完善。我和各位副会长、理事将带头遵章守纪、严格

执行各项规定，不断规范工作流程，逐步把商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发展纳入规范化轨道。我相信，只要我们

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主动行使会员权利，自觉履行会员职责，商会的建设和发展就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商会的成员就能不断壮大，实力也将不断增强。

三、维护权益，努力为会员和会员企业排忧解难。  

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规范，诚信体系还不够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面临挑

战。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面对良莠不齐的竞争对手，商会将把保障和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作为义不容

辞的职责，这也是我们成立商会的基本宗旨和既定目标。要通过发挥律师会员的专业优势，利用集体的智慧

和力量，全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商会将成为各位会员和会员企业抵挡不法侵害的避风港。只要我们紧紧

地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依托商会的信誉和力量，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整合资源，努力使商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越来越多。深圳市兴国商会的成立，就是

为了凝聚力量、整合资源，通过把兴国商人和企业家团结在商会的旗帜下，把个体的力量凝聚起来，成就更

大的事业。商会成立之后，我们将实现互通有无，汇聚人才，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坚强后盾。总之，我们要

加强会员之间、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为兴国和深圳两地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盛大庆典，既是兴国商会团队形象的一次全新展示，又是创造当代兴国商人新辉

煌的一次集体宣誓，随着这次成立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商会工作的全面展开，商会的各项建设一定会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呈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兴

国商会刚刚成立，办会经验相对不足，谋求发展困难不少，因此，在今后商会建设发展过程中，我们真诚地

期望深圳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人士和兄弟商会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和支持、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会员，我们因同赴商海相聚南粤鹏城，我们因乡情乡音今天坐到了一起。今

后我们既是同乡、又是朋友、更是合作伙伴。大家作为在深圳的兴国籍及热爱兴国的各界精英人士，活跃和

拼搏在南粤商海，我们渴望成功，渴望谱写新的辉煌，渴望实现各自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的愿望，让我们本着

兴国人耿直豪爽，热情仗义，足智多谋的秉性，把我们的商会和各自的企业做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好，努力

为深圳市兴国商会添光添彩，着力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添财添福！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长  郑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成立

庆典大会秘书长致辞

遥想当年，2000年3月，在深圳的兴国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深圳市兴国

乡友联谊会。在时任兴国县委书记赖联明同志支持下，在深圳兴国乡友的力

推下，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正式成立。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们记住了

几个名字，深圳市兴国乡友联谊会的四任会长：刘扬名、欧阳宣、钟冬元、

郑辉。是他们，扛起了深圳兴国乡友会这面大旗；是他们，引领深圳的兴国

乡友开创了各项新的事业；是他们，将在深圳的各位乡友团结在一起，拧成

一股绳……历史，不应忘记；历史，应该铭记。在深圳兴国人的历史，可歌可

泣，可诗可赞。这一切，都将成为在深圳兴国人宝贵的财富：物质的，更

多，是精神的。兴国人根的精神，向上的意志，奋发的思想，在深圳兴国人

的身上，得到了光大、得到了发扬。这里，有您、有我、有他，每一个在深

圳创业的兴国人，都努力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潋江水在静静的流淌，兴国人在默默的奉献……一瞬间，成了永恒，成了兴国人的骄

傲。这一切，都沉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014年10月16日，深圳市兴国商会的成

立，让在深圳的兴国人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一个有登记、有章程、有办公地址、有会

员，团结奋进的组织。我们的宗旨：沟通、互助、奉献、发展；我们的口号：深圳市兴

国商会，你我的商会，我们的家！这是兴国人的豪情、兴国人的壮志！

深圳，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吸引了大量兴国籍人士

前来经商、投资、创业，且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深圳投资创业

工作的兴国籍人士逾8万人，有几百家兴国籍人士创办的企业，正在为创建和谐深圳、效

益深圳作出贡献。

商会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自律性民间组织，承担着政府和企业在发展市场经

济中所不能完成或不能高效完成的社会职能，它的存在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

中国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概而言之，商会的作用主要有：一是聚合力量，抱团发展。

二是维护利益，减少企业发展阻力。三是沟通政企，便利下情上报，上情下达。四是行

为自律，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五是参政议政，民企私企人士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深圳市兴国商会成立后，主要在建章立制方面狠下功夫并大力的发展会员。商会虽然成

立时间不长，但商会成员间团结互助，无私奉献，各项工作在有序的开展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我们相信，在商会领导的带领下，在深圳兴国籍企业家的努力下，深圳市兴国商会

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深圳市兴国商会   秘书长：萧文全

兴国儿女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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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东倚宁都县，东南邻于都县，南连赣

县，西邻万安县，西北界泰和县，北毗吉安市青原区、永丰县，连接吉泰盆地，距赣州

市82公里、省会南昌346公里。全县辖25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304个行政村、8个

城市社区，全县国土总面积3215平方公里，总人口80万。

兴国是中国著名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中国烈士第一县和誉满中华的将军县，

“江西十佳魅力新城”之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

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为国捐

躯的达5万多人，全县姓名可考的烈士达23179名。孕育了肖华、陈奇涵等56位共和国

开国将军

深圳市兴国商会，是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由兴国籍及兴国籍人士介绍的在深圳

投资举办的各类工商企业自愿联合组成的地方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本会

接受深圳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监督管理。凡在

深圳市或由深圳市兴国藉人士介绍的兴国藉、曾在兴国工作、生活过、热爱兴国的人士投

资举办的各类工商企业，均可自愿入会。

近年来，随着深圳和兴国两地经贸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来深圳投资兴业的兴国籍企

业家越来越多，呈现出不断扩大、增长的良好势头。本会会员单位涵盖了建筑模型、房地

产开发、石材、五金、粘胶、医疗过滤产品、电子、餐饮、印刷包装、家俱、建筑、装饰

装修、中介服务、运输物流、金融服务、通信设备、服装等多个领域，为深圳市及国家的

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深圳市兴国商会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商会、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

时，商会还积极加强与各级政府的沟通联系，为深圳与兴国两地的经济合作与信息交流等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深圳市兴国商会始终秉承“沟通、互助、奉献、提高”的服务宗旨，引导各会员企业

强强联手、共谋发展，使商会真正成为企业家在深圳的创业发展家园。

兴国简介

兴国商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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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组织构架

0403

1.专家咨议委员会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主 任：刘扬名

副主任：田爱民、曾庆明、邱成富、王昌逵；

委 员：粱惠元、邓生春、陈修烽、刘志红、刘新华、黄中华、曾显华。

部门职责：为商会及其成员的某项业务及工作提供专门咨询和建议，供商会及商会成员参考。

2.战略发展部 部长：钟辉红

副部长：张博宇

成员:郑辉、钟红辉、邓敏、鄢万千、刘金华、曾玉坤、马学勇、陈河军

部门职责：调动各种资源、利用各种渠道，充分挖掘、发现、捕捉、提供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商业

机会和商业项目，向商会及其成员推介；对商会及其成员拟推进的商业项目，进行前期的调研，制

作项目可行性报告、商业计划书；就商业项目运作与有关方进行沟通、协调；制定商会投资项目运

营方案；筹集商业项目资金；运营管理商会投资项目；拓宽商会经费来源渠道等。

3.外联宣传部 部长：萧文全

成员：欧阳瑞伟、钟海、周志林、邓乐平、萧华忠、刘先芳、刘华、李赞辉、钟海华、李昕潼、王

运平、罗卿珊、袁晓华、王华喜、鄢万千。

部门职责：联系组织商会及其成员开展对内、对外联络和交流。加强深圳市与兴国及其他各地的经

济协作和交流；促进商会及其成员与其他商会及经济组织的联系、贸易往来、经济协作、科技该部

门的职责是：联系组织商会及其成员开展对内、对外联络和交流。加强深圳市与兴国及其他各地的

经济协作和交流；促进商会及其成员与其他商会及经济组织的联系、贸易往来、经济协作、科技合

作和信息交流；总结交流推广会员单位和国内外企业先进管理模式、经营管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

验；开展业务交流；开发商业文化；出版会刊及宣传材料；组织商会会员参观、考察活动等。

4.法律事业部 部长：马学勇

副部长：王华喜

成员：萧文全、宋愈平、王贵祥

部门职责：协调、整合商会内部及外部法务资源；为商会及其成员提供法律咨询；与会员单位人事

部门等对接协调，指导会员单位建章立制，完善管理；审查、规避项目法律风险；起草、审查、修

改法律文书；提供商业项目尽职调查、就商业项目运营管理出具法律意见；为商会及其会员提供法

务培训；代表商会会员参加诉讼、仲裁、调解（和解）；参与商务谈判；进行法律援助等服务。

5.财会审计部 部长：钟恩华

成员：洪立阳、谢芳谷、陈云峰

部门职责：协调、整合商会内部及外部财会人力资源；为商会及其成员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拟定商

会财务规章制度提供财会审计，与会员单位财务部门人员对接协调，指导会员单位完善财务制度，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开展提供财务培训；提供商业项目尽职调查、就商业项目运营管理出具财务意

见；参与商务谈判等。

6.后勤慈善部 部长：周志林

副部长：郑辉

成员：杨艳洪、钟林、鄢月初、李爱民、陈书琴、王善文，刘济芳，邱辉、林良才、吴传辉、邹忠

平、曾凡博

部门职责：为商会会务、接待、参观考察及内部运转提供人员配备、物资调配等后勤保障。联系、

组织、带动商会及其成员开展扶危济困、救死扶伤、捐资助学、敬老助残、修桥补路、义工服务等

慈善公益活动。

会员大会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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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到访

2015年4月10日
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同志在兴国县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

任欧阳金明同志等人的陪同下，前来我会视察并指导工作。

兴国县人民政府陈黎县长等一行十人

来我会考察

2015年7月16日
兴国县人民政府陈黎县长、刘玉林副县长、兴国县人大常委会

黄青副主任、政府办涂左明主任、商务局曹新兴局长、县政府

驻深圳（粤港）办事处欧阳金明主任、兴国县招商小组胡启斌

组长等一行十人前来深圳市兴国商会考察、调研并与商会部分

企业家座谈。

拜访老书记万绍芬

2014年11月27日
在深圳市兴国商会高级顾问丶老红军后代田爱民女士带领

下，商会郑辉会长、萧文全先生、肖文华先生一行四人前

往南昌拜会了正在南昌开会的老领导万绍芬同志。

江波到访

2015年3月02日
建国后兴国县第一任县长，老红军李贻树同志夫人，老

领导江波同志来到深圳市兴国商会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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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委宣传部郭声文常务副部长

到会指导工作

2015年5月16日
兴国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一行三人来来深圳参加

第十一届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并来到

深圳市兴国商会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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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释义：标志由图形和文字组合，图形是深圳市缩写：

S. Z. 字母形成圆形古典图案，体现在深圳范围中成立的兴国商

会资源整合、团结互助、合作共赢的平台价值。文字是兴国的

字体设计，通过组合，延伸，使之有联合、互动、牵手的意

寓，体现兴国商人智慧进取、团结友爱的精神，整体标志风格

古朴稳重大气，颜色使用将军红组合体现深圳、兴国两地的人

文元素特色。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歌

词：刘扬名、谢军生曲：王昌逵

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汇集着一群优秀的兴国儿女，团结在“模范兴国”的旗帜

下，再创“第一等的工作”。勤劳朴实，敢于拼搏，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是我们的本

份，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是我们的奉献；商海里耕耘，诚信为本，用心做事，正直做

人，传承业绩，奋力开创精彩人生。

理念

沟通 
1、沟通：百业之始创业难，创业游子有了家。在商品大

潮中我们兴国人汇聚在深圳，汇聚在深圳兴国商会，商会是

故乡人在深圳的一个交流平台，互通商机、联络感情、解决

企业遇到的问题。我们亲如一家，倍感温馨、喜悦和关爱。

互助
2、互助：浓浓的乡情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使故乡人倍感

团结的力量。过去形单影只去打拼，如今集体合力去远航。

故乡人在商会的带领下，团结如一人，拧成一股绳，定可战

胜困难和困境，使大家更上一层楼。

提高
4、提高：集兴国人之才气，汇鹏城之机遇。我们处在一

个知识迅速增加、不断更新的信息时代，新情况、新问题不

断出现。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为社会良好风尚做出表率。

奉献
3、奉献：达者兼济天下，智者囊括八方。兴国人兼济兼

智，百年传承。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我们经商的宗旨。商会

为兴国籍有志之士在事业成功后更好的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提供平台。商会将联络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公益慈善事业，

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商会文化



商会顾问

钟瑞兴 高级顾问

李勇坚 高级顾问

谢军生 高级顾问

高    斌 高级顾问

钟冬元 高级顾问

黄 伟 高级顾问    

王佩航 高级顾问

刘扬名 高级顾问

欧阳宣 高级顾问

田爱民 高级顾问

黄才坊 高级顾问

曾庆明 高级顾问

邱成富 高级顾问

王昌逵 高级顾问

山之田科技模型    董事长

在过去15年里，公司发展中有哪件事是让您记忆深刻的？

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公司三周年的前一晚上，那时公司刚刚

有点起色，隔壁一家做鼠标的厂发生火灾，大火蔓延差点也把我

们公司烧光了，通过这场大火也考验了我们当时的那支小团队，

同甘共苦，在面临困难时团结一心。就在发生这次火灾之后，我

们公司的发展越来越大，一把大火烧旺了山之田。

回顾山之田科技模型15年的发展历程，您有何概括性的总

结？

十五年前，由九个人成立的山之田开始，一路艰辛受挫，从

没想过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会依次在上海、北京、重庆地区开

设分公司，并拥有了近千名的员工，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到今

天为止，大家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山之田科技模型15年来在中国模型行业稳定发展，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您如何看待行业的变化和发展？

模型行业政策性很强，每年都在变化，加上行业门槛低，竞

争激烈。但我认为应对这些变化在于我们自己的变革，不断创

新。在公司内部培养一帮有忠诚度的技术人员；自己公司每年投

入一定的经费，去创新技术、创新作品，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生存

下去的法宝。

面对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您是怎样去看待的？

我觉得这样的调控也许是好事，虽然我们过得很艰难，资金

紧张，回款难，接单难，业务量少，但是对于我们经营了十几年

的公司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洗礼，如果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能

好好的活着，生存下去，那么市场再怎么变化，我们都不怕，我

们都能很好的适应。

经营管理企业这么多年，您有着怎样的行业感悟与经营心得？

我们从来都没有什么宏远的目标，山之田公司今年只想着明年

的事，只有好好的做好品质，做好服务，把下面的员工当成自己的

亲人，好好善待他们，这就是我个人的经营心得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还是立足好主业，用心做好

品质，力争每年都有新的作品突出，不断创新新的工艺，

我们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

您认为公司当前管理机制和团队建设方面主要的问题

是什么，对此有什么看法？

因为山之田是家族企业，是其他同行公司无法复制的

企业，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当初为了在

深圳能生存下去，能有口饭吃，到现在中层管理层以上的

有房有车，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激情不够了，危机感不够

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在逐步

引入一些很年轻的血液，即非家族成员加入公司核心管理

层，希望给公司带来不一样的变化。

众所周知，您和贵公司十分热衷公益事业，能否与我

们分享一下都从事了哪些？

我们06年捐建了第一所山之田希望小学开始，公司投

入慈善事业的金额有几百万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拥有也

是社会给我们，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应该好好回馈社会，

这也是因果关系。我们做慈善事业是不求任何回报的，我

觉得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作为一家经营了十五年的民营企业，公司拥有不少忠

诚员工，您是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员工忠诚度的？

我觉得在我们公司从来都是把员工当成是我们的兄弟

姐妹、是我们的家人，只有我们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他们

才会把公司当家，他们才会有真诚度，光说给他们什么空

头支票是没有用的。所以在公司里，我从来都不允许下面

的管理层叫我老板，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长 

郑 辉

人物专访

顾问

荣誉副会长

梅元生 顾问

张贤普 顾问

梁惠元 顾问

刘新华 顾问

黄中华 顾问

凌伟志 顾问

曾显华 顾问

钟瑞荣 顾问

钟冬平 顾问

邱平洋 顾问

邓生春 顾问

刘福音 顾问

刘志红 顾问

吕维忠 顾问

刘中华 顾问

胡怀标 顾问

刘科键 顾问

张小强 顾问

陈修烽 顾问

高级顾问

李盛桂 荣誉副会长

刘辉忠 荣誉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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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深圳金海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兴国商会   执行会长 

张博宇

张博宇，生于1977年，江西赣州兴国人。1995年至2012年，先后担任江西兴源路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西恺

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省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3月与人合作成立深圳市潮江投资有限公司，

任执行董事；2013年3月任深圳市金海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擅长企业资源整合及公司运营与治理。

时隔十六年，2012年3月，张博宇带着年少时的梦想重回深圳，继续追寻当年在深圳失落的梦想---与人合作成立公司，从

事投资、资本运营。这一行业，虽然盈利，却因国家政策掣肘，难于做强、做大。

在经过多番调查和研究之后，他迅速开始组建团队，网罗相关专家和人才。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划和准备，2013年3月，注

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的深圳市金海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注册名，后更名），在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商务区财富大厦14楼

正式成立。8月，金海贷网络借贷平台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只要100元就可以在金海贷平台上进行投资。

同时，在网络技术上，金海贷拥有一支由多年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技术人才组成的团队，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及数据传

输安全，并进行实时备份存储资料。一旦出现故障，团队的成员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此后，金海贷不断投入技术力量和设施加强网络安全建设。而黑客们也没闲着，千方百计寻找网站漏洞。一次，一个黑客

通过投资人QQ群，谈论黑客攻击问题，并从客服那里得到技术负责人的QQ号码，转而与技术人员讨论如何防止黑客攻击，说

有朋友擅长网络安全，能阻止黑客攻击，但需要一定的报酬。技术人员立马识别出此人即是黑客，对其暗示的筹码不予理会。

黑客不甘心，同时很无奈。也许是黑客对网站的长时了解，也许觉得投资金海贷比做黑客更赚钱，也许多次与技术人员交流但

“勒索”无果，这位黑客有一天忽然告诉技术人员，他在金海贷进行了投资。技术人员通过后台查看，此黑客果真在金海贷投

资10万元。

经历过黑客攻击事件后，金海贷得到了客户的充分信任。越来越多的客户口口相传，告诉他人发现值得投资的平台。仅

10月当月撮合借贷成交4718.39万元，相当于其他新的P2P平台运行到第6个月才能达到的交易量；在金海贷上线运行不到三个

月的时间里，累计撮合借贷成交量8365.39万元。在全国81家主流p2p网贷公司中交易量占有率突破5％。金海贷受到业内人士

的多番好评，在P2P行业逐渐崭露头角，慢慢建立起“金海贷”品牌影响力。

在金海贷平台上线几个月期间，张博宇经常抽空通过QQ群与投资人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其中，有两个投资人

成为张博宇在虚拟空间、从未谋面的朋友。而这两个投资人，经过到达金海贷公司考察并与张博宇深谈，分别于2013年12

月、2014年1月，成为金海贷的股东。

正因他的个人魅力，金海贷在发展阶段，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金海贷与民间金融机构合作，挖掘借款客户群体，拓展借

款业务。

正是对于金融的深刻理解---风险把控和杠杆运用，他在兴国的家族企业房地产公司，已逐步谋求转型为物业管理公司；路

桥公司谋求转为建筑施工领域；自建民营医院---兴国第二医院开业十几年，运营稳健，并在医院基础上衍生的养老产业迎来发

展的黄金机遇。

   至2015年3月底，金海贷撮合成交金额近11亿元，为投资人创造收益6500余万元。第三方资讯《网贷之家》通过对

1600家平台抓取数据并进行分析比较，每月作出综合指数排名。2015年4月，金海贷平台综合指数在全国排名67名。

在深圳，张博宇再次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事业，并举家迁往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放手一搏，与他的小伙伴们一步一步走

近梦中的蓝海。

商会领导

    郑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会长

深圳市山之田模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公司经营范围

专业从事建筑科技模型艺术制作,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路龙军工业区22栋

电话：0755-29017329

传真：0755-29017380

网址：www.sztmodel.com

邮箱：szsztvip@163.com

    张博宇
深圳市兴国商会    执行会长

深圳金海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公司经营范围

专注提供互联网P2P理财服务

经营电子商务;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受托资产

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

算机系统系统集成及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销售;金融信息数据

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信息技术外包(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数据处理服务;从事广告服务;创业投资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88号时代财富大厦13GH  

邮编：518026

手机：13823208725

电话：0755-8281 7825 

传真：0755-8281 7828 

网址：www.jinhaidai.com

邮箱：zhangboyu@jinhaidai.com

1211



    钟红辉

深圳市端方石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网站http://www.szduanfang.com

手机：13828843666
邮箱：59592403qq@.com

电话：0755-616135811989.6-1991.11江西兴国平川中学高中毕业后务农

1991.12-1993.10参军入伍到武警广东消防部队,历任战斗员\班长

1993.11-1994.11广东省消防总队教导大队干苗班培训结业

1994.12-1996.12提干后历任广东云浮市公安消防支队副中队长(正排\副连)

1997.1-2002.7广东云浮市公安消防支队政治指导员\消防副科长(正连\副营职)

2002.8-2004.8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学院管理系(专升本)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4.8-2008.2广东云浮市公安消防支队副主任\大队长(少校\正营职)

2008.3-2011.4广东云浮市公安消防支队政治教导员兼罗定市

综合应急大队政委(中校\副团职)

2011.5-2014.5广东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政治教导员兼福田区

综合应急大队政委(中校\副团职)

2012.8-2014.6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文化产业研究专业在职研究生

2015.1至今任深圳市端方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曾玉坤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1994年-1999年，从事建筑，玩具，制衣，五金等行业

2000年　入职3M{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负责物流后勤工作，后转为销售。

2002年　入职广东东英工贸有限公司{3M公司特约经销商}，深圳办事处经理。

2006年　创立《科运隆》公司　至今。

公司简介

深圳市科运隆电子有限公司是美国3M公司胶粘及医疗过滤产品的贸易/加工商，

公司致力于精密模切产品及其组件的开发应用与推广。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航空航天，医疗等领域。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河西新村６号金祥工业园Ａ栋四楼。

电话；0755-29803919 {10线} 传真；0755-29803511

网址；http://www.kyl999.com/

邮箱；cooelon@126.com

商会领导 商会领导

    钟仁福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齐一品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西省长冈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个人档案：

◇酒界的昵称“阿钟”；

◇1999年，创立齐一品实业有限公司，瞄准商超，从此一发不可收；

◇2002年荣誉捧回广东省礼品酒“状元杯”；

◇2003年齐一品荣获"深圳市最具成长性企业"称号；

◇2013年创立江西省长冈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钟先生离开家乡二十载，商海搏击，建树颇丰，而且身在特区，心怀

兴国，毅然投入巨资，一心为重振“长冈酒”而努力力奔波操劳，只

为兴国人心中的永恒历史记忆---长冈白酒！

    钟辉红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莱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钟先生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加入本集团，出任本公司之副总裁，主管

集团投资发展及旧改业务。在加入本集团前，彼曾任职深圳市农产

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深圳市南方农产品物流公司、深圳市

海吉星物流园、深圳市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深圳市海吉星环

保公司、武汉城市圈海吉星公司等公司董事长及旧改项目转型升级

办主任、规划发展总部及开发总部总经理。钟先生持有清华大学建

筑与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学位及建筑工程高

级工程师专业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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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颖和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集装箱运输、报关一条龙服务的运

输企业，是深圳市集装箱拖车运输协会的会员单位。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

交通局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部设在盐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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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拥有一批高素质、行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拥有一大批资深的专业驾驶

员；重型货柜车30辆，吨车3-12吨多辆，车辆资源充足满足旺季需求；全

部车辆均可承载海关监管货物，GPS全程跟踪随时掌握货物动态；每车不低

于一百万货物保险为客户提供安全保障。“您的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本着诚信、务实、高效、创新的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与客户携手与

时俱进、合作双赢、共创美好明天。

联系方式：钟先生13509697111、黄小姐13600402090

电话：82632158  82631799  传真：82631248  

QQ：839251279，邮箱：lily82632@126.com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大道金港盛世1栋26B

邮编：518083

    钟林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颖和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个人简介：

1982年9月1日~1987年仲夏就读于兴国县埠头蕉田村小学并毕业。

1987年9月1日~1990年仲夏就读于兴国县埠头中学。

1990年秋随兄长来到广州白云区学习服装生产技术，而后经历6年时间从车

位到管理工作逐年自我提升和被提升。

1997年通过东拼西凑筹集到一些款项，圆梦成为一名即是工人又是老板的

加工厂老板。

艰苦奋斗五年之后，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态开了一个档口，创立了佳莱莉服饰

第一个自主品牌，自产自销的新格局初步形成，沧海桑田，时过境迁通过员

工们、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与本人的共同努力，工厂基本是三五年一次扩

大，规模得到空前发展，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至今六七百人，由最初的帮人

加工成长到目前男装裤、女装裤的兼容，都得感谢上苍的眷顾，和大家的支

持。

社会职务：总经理

商务职务：副会长

    黄水清

商会领导 商会领导

    陈河军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市东方华意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现居住地：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溪山美地园11B-22CD

联系电话：手机13823178378 0755-22211159

Email：380128692@qq.com

公司电话：0755-22211156/22211157/22211159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兰镇大水坑新塘村62 号

公司主营定制高端酒店、高级会所、高级别墅等活动与固定家具及装修

材料的加工与制造。酒店家具包括各种套房、标间及公共类家具；款式

涵盖传统和现代、中式及欧式。

    钟海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深圳时代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营范围

专注于智能手机周边产品，3C数码配件生产和销售。

主营：移动电源、车载充电器、全球通转换插头，数据线等

通讯联络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4栋西8楼

电话：0755-82660824、36920088

手机：18607970168、13825221240

传真：0755-82660843

邮箱：ricky@haiy168.com

网址：http://www.bestpowerbank.com  http://www.szsd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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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领导 商会领导

    萧华中

深圳市永通隆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从事建筑及相关行业，从模板安装开始，陆续接触水电安装、铝合金安装等多项

基础建设业务。2003年开始以龙华镇为中心，开始独立承包建筑工程，业务范围

涵盖建筑设计、土木施工、水电安装、装饰工程，园林绿化等。

联系电话：13570850678

邮箱：875635873@qq.com

Q Q：875635873

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一路与建设东路交汇处永通隆大厦综合楼附楼601室

深圳市兴国商会    监事长

    曾小明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会长

江西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志林

深圳市百年故事画廊   总经理

1、高端艺术沙龙、笔会书法展览策划机构

2、专业为酒店、会所、别墅、房地产商、售楼处、样板房、家具展示厅专

场提供配画、配饰免费设计与定做服务

深圳市百年故事艺术空间画廊

地址：深圳市布吉西环路88号文博宫8号馆110铺

电话：13802254633   

传真：0755-82957101

邮箱：zzlad@163.com

深圳市兴国商会    副秘书长

    萧文全
深圳市兴国商会    秘书长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EMBA、

北京大学私募股权与公司上市研修班结业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D座四楼407—411室

电话：0755-82984099

传真：0755-82984599

邮箱：xwq0308@163.com

网址：http://www.whlaw.cn   http://www.szwhlaw.com

主要从事公司法、合同法、房地产法、投融资等法律的研究，擅长办理

公司法、合同法、房地产及法律顾问等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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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领导 商会理事

    刘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监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市场经理

2003年10月至2005年8月，深圳市腾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值班经理；

2005年8月至2008年4月，宝通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专员； 

2008年4月至2011年07月，厦门广硕贸易有限公司，物流主管；

2011年07月至2012年11月，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经理；

2012年11月至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市场经理。

手机：13825222328

EMAIL：276680215@qq.com

QQ: 276680215

    王华喜
深圳市兴国商会    监事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

资本市场和证券\房地产与建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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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14楼整层

手机：18681510918  13751174412

电话：+86 755 82877127、82877107  +86 755 83025555 

联系传真：+86 755 83025068 83025058

EMAIL：whxwhx999@126.com

    吴传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符号创意机构  创作总监

深圳市符号酒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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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25978592   手机：13602642701

    曾凡博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惠州市杰木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专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专业音响器材、高级家庭影院、数码音乐盒、数字收音机、电脑

周边设备等产品的公司，产品销往欧洲、美洲及国内市场。

公司名称：惠州市杰木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园洲镇刘屋第四工业区邮编516123

公司网站：www. jwoodaudio.cn    公司电话及传真：Tel: + ( 86 ) 752 6680 379    

    曾庆怀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中国杨筠松风水文化研究院    职业风水师

经营范围：

阳宅（房子)勘测、选址、立向、布局等；

阴宅（坟墓）：坟墓选址、勘测、修造、造体、寻龙点穴、开山定针立向、消峰纳水、裁剪

做法布局与公墓规划等。择日（选日子）兼任： 私人风水顾问、企业风水顾问

联系电话：13710007746     QQ:601740655

    陈书琴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鸿佳装饰公司 经理

业务范围：

办公空间\家庭空间\商业空间\音乐空间\娱乐空间\静音工程等装修装饰设计

电话0755-27866166    传真0755-27866022    网站：www.hongjzs.com

E-mail:1650733609@qq.com

地址深圳宝安46区海滨广场二期A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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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峰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计财部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型及上市公司财税管理

公司名称:江西汇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油茶树、脐橙、果树、茶叶、水稻、豆类、蔬菜、食用菌类、花卉、中药材（麻醉药

品除外）种植及销售；农产品初加工及销售；农业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6楼

座机:0797-5317936,0755-28192966     邮箱:1156410602@qq.com

    洪立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拜特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通过双软认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通过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CMMI3认证，专业从事资金管理研究的顾问机构、资金管理软件开发商以及资金管理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六路雪松大厦B座8楼

    邓乐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夕阳红国际旅行社      总经理

经营范围：

国内国外出入境旅游业务，包机，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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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品质的要求，我们从不做散客业务，包团--我们更专业）

传真075523935210

邮箱WTODengLePing＠126.com，

    李爱民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公职：省国资委旗下的深圳市长城惠华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市长城实业企业集团的部门负责人。

私职：深圳市粤昆仑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负责人。

公司网址：www.szyunkunlun.com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大道98号国鸿大厦A1501    QQ：627153549。

电话：075582998291    传真075582998295。

    邓敏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经理

经营范围：

1、管理期货专户

2、发行期货资产管理产品、发行期货私募基金

3、股票期货经纪业务

地址：深圳市中心三路中信证券大厦13层

电话：0755-82772085    传真：0755-23945847    网址：www.citicsf.com 

    李德钧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华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与梅林八路交汇处华南办公楼三楼

手机: 13725516131

电话: 82915688

邮箱: 5131277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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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妆工具的生产与销售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办事处·沙湖社区·锦龙大道南·顺达路·嘉普通工业园·3栋

电话：0755--89969992、89335173   手机：13510010983

传真：0755—84416891 

 网址：www.szpinn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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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产品研发、技术咨询、电子商务、投资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数字技术园B2栋3A-02

公司邮件：hooray@hooray.cn     联系电话/传真：0755-8603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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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茂春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宝坤园林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熠坤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市玉坤众燊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兴国红千亩桂花树苗批发基地  总经理

深圳市溢彩地坪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社会职务：深圳市消委会维权监督员、赣州市客家摄影协会会员

电话：13714231815   邮箱: internet8899@163.com  网站：http://www.2299888.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宝坤山庄

    林良材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东莞市超烽制衣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成立与2014年5月。是一家集内销和外贸服装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公司。全年产量150万条。有一只有经验有能力的开发队伍。

公司地址：东莞市中堂镇北王路36号

联系电话：0769-88182199 88188299      传真：0769-88187399

公司邮箱：walker.lin@163.com

    刘春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品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业务范围：室内设计、预算、施工、材料于一体的专业工业厂房，净化车间，防腐，防静

电，高低压配电设计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盛路华胜商业大厦1610

公司电话：（0755）32939813    传真：32939813          

手机：13570855393.  18925273818     商务QQ：461127532

    刘国民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鼎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

建筑装潢，室内外装饰设计与工程建设；建筑材料；环保装饰材料、装潢材料的购销；国内贸

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福田区八卦四路庆安航空大厦401室

电话：0755-36649228    QQ：1289777695@qq.com     网址：www.dc-hao.com

    刘济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艾迪蒙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专业生产高精密度单（双）面金属基陶瓷线路板为主的企业。产品涵盖了模块电源、大功

率LED铝基PCB、直插件式铝基PCB、双面铝基、单面双层PCB，COB系列产品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草围村伟信达工业园D栋

TEL：（0755）61864290 61864291 27505581    FAX:  (0755) 61864293

邮箱地址：pcbled@admpcb.com   网址：www.admpcb.com

    刘金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迅智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营IT存储、配件,,

专业供应U盘、Micro SD(TF)、SD卡、固体硬盘、移动电源等产品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金润大厦16E

电话：0755-82709316   传真：0755-82807181

邮箱：305975983@qq.com    网址：www.xunzhida.cn

    刘先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金赛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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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88号马家龙工业区64栋2009室

联系电话：0755-82956806    公司网址：www.9966i.com   

公司邮箱：ben@besttechimport.com

    刘延海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威仕麦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家用/商用卡拉OK系统（电脑点唱设备、音响、功放、调音台、商用/家

用MIDI DVD卡拉OK机，硬盘卡拉OK），兼营数码配件。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兴业西路金美威第壹工业区4栋3楼

公司电话：（0755）29027587     传真：0755-2987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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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卿珊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广深艺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公司专业从事深圳办公室装修、深圳写字楼装修、店铺装修、专卖店装修、酒店装

修、居家别墅装修、厂房装修、医院学校装修等在内的的深圳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一条龙服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华丰总部D栋206室

电话：400-0180522    邮箱：gsyzsgs@163.com     网址：www.gsyzs.com

    马学勇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天源证券有限公司    监事、合规法律部总经理

深圳总部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18楼

马学勇 监事、合规法律部总经理

电话：+86 755 33329815        EMAIL：18123689696@189.cn

    欧阳瑞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恒维泰实业有限公司   

沙特阿美石油产品中国区总代理

提供一系列的机油、齿轮油、燃油添加剂、水箱添加剂、油类添加剂、刹车油、防冻液、

自动变速油箱、雨刷精、引擎止漏记、清洗剂、汽车保养品及工业用油等润滑油品

    邱辉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辉知耀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要从事高端手机背光源研发和生产，目前有和htc，小m等手机厂商初步合作。未来公司将

整合背光玻璃等资源努力成为中华酷联整屏服务商。

地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黄麻布第二工业区4栋6楼

电话：0755-27496499   传真：0755-27496489     邮箱：397804086@qq.com

    宋愈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专职律师

地址：宝安区建安一路37号

电话：13590439717   QQ：121183272

微信：songyup1108

    王善文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天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经理。

管理项目涵盖到城市产业园区、高档写字楼、工业园区、商业物业、高档住宅、大型别墅区、

多层住宅、星级会所等各类综合性物业。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天安管理中心五楼

传真FaX：+86075583417000     手机Mobile：13798364599      3051358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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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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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室   

电话：13713957040   传真：0755-2891811     邮箱：522356944@qq.com

    王运平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尚千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从事广告创意、标识设计、空间设计、品牌包装以及装饰工程等业务

公司电话：26929699

邮箱：qianyi8113@163.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海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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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芳谷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六公里处弘毅码头办公楼602室

电话：0315 8853828

邮箱：fanggu_xie@126.com

网址：www.caofeidianport.com

    鄢万千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金赛尔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要代理销售台湾旭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和敦泰合并更名为敦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的显示驱动IC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10128号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西塔楼2003室

联系电话：0755-82958011-808      传真：0755-82956712    手机：13501578108    

QQ：59258258。 网址：http://www.king-sale.com    公司邮箱：leo@king-sale.com

    鄢月初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金西瑞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1、高品质的安防报警，家居防盗报警器等产品；

2、无线开关成品，于用家庭、办公室及厂房；

3、提供电子飞镖、315/433M无线遥控、情趣用品等超性价比的线路板方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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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0755-2655-3637   手机：133-1698-8568   网址：www.king-serry.com

    杨艳洪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利友达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以生产彩盒、彩色广告画册、说明书、吊牌、表格、无碳纸、不干胶及纸箱等纸制品

可为客户提供专业成品拍照、设计、印刷、装订一条龙的服务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约社区联和工业区3区13号

直线：0755-89923392    手机：18929356698      

邮箱：szlidalg@163.com     QQ：849021267

    张明生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金海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公司地址：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联大厦1106号

邮箱：zms08@163.com   

电话：0755-83300354 1601375228

    姚莹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特力路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91号二楼特力路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755-25604783    传真：0755-25604783

    赵万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百兆缘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

电子技术的运用与开发，电子产品的生产与营销，进出口贸易；车载DVD,车载电脑,车

载多媒体,车载娱乐,车载GPS导航

深圳市宝安区固戍新园路新园工业区1栋2楼

邮箱：sz100mega@vip.163.com     网址http://www.100mega.org

电话：0755-29927673    传真：0755-29417624

    钟恩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宏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财务顾问

公司营业范围：

1.法定审计服务：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公司清算审计、公司收购审计。

2.专项鉴证服务：注册资本验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审计、净资产验证、特定项目审计。

3.代理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认定代理、受聘税务顾问、申请减免税、协助享受税务优惠。

4.其他专业服务：财务顾问、PE财务尽职调查、IPO及新三板挂牌财务理帐等。

地址：龙华区和平路368号龙胜商业大厦2楼D2区      电话：0755-27743511 

2827



商会会员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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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印刷包装用各类胶水，公司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

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华日花园7H

公司电话：（0755）82471307  25928109   

传真：82262369     邮箱：58754645@qq.com

    钟海华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民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

无尘布、防静电化产品、服装劳保用品、包装材料、消防器材警用器材、交通器材、3M系列

产品监控设备、安防工程的设计与安装、报验等服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28去创业路第七栋四楼

电话：13715260388      QQ：46962168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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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7号都市阳光名苑1栋23A

电话：0755-82987922 15920059303

邮箱：volcan.lai@beicl.com

QQ：413096517

    肖云
深圳市兴国商会    理事

深圳市中粤和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宝路京基100D栋金龙大厦18楼1801-1802

电话：0755-86516888 13510194679

邮箱：royxiaoy@qq.com

    温家强
深圳市龙华国兴客家菜馆   法人代表兼经理

经营范围：粤菜，赣菜，兴国菜原材料，半成品，  成品出售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油松社区东环一路共和花园华尔达酒店12楼

电话：15920027906 

微信公众号：szgxkjcg 邮箱：jiaqiang988@163.com

    袁晓华
深圳环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  深圳经典一日游，中山、珠海环岛一日游；省内游

国内游、出境游、会议；国际国内飞机、船、火车票预定、代订各地酒店、商务用车、代办

各国签证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3号广深大厦802室 电话：0755-82238166

传真：0755-25165551 网址：www.tt-ly.com 

    李志锋
深圳市华信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 印刷类，喷绘类，广告类，制卡类等印制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埔厦路246号106

电话：15112323311 QQ：  843625725

邮箱：843625725@qq.com

    曾岳平
深圳市友田友山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 网络线材、网络产品、电子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电话：0755-23447183   邮箱：234735453@qq.com

网址：http://szhyap.1688.com

    黄传威
工作单位：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教师、电子材料与器件博士

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 电子材料与器件博士

地址：南山区学苑大道1088号南方科技大学

邮箱：huangwe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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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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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赤坳工业区3号

电话：0755-83815168 13602533256

邮箱：13602533256@139.com

    邱桂林
深圳市绿华彩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茜坑老村万地工业园3栋

电话：13692223354 

QQ： 597683281

邮箱：597683281@qq.com



商会会员

    洪远灵
深圳市壹品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源路F518时尚创意园3栋407室

电话：15989512996   QQ 909050128

邮箱：hongye@uphong.com

： 

    谢玉龙
深圳市环球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地址：龙岗区布吉街道布龙路28号德勤创大厦801

电话：0755-84188991   15814081546  

QQ：415436872

邮箱：416436872@qq.com

    钟贤禄
深圳浩忠扬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联龙河路雅豪6-5-201

电话：13692220860   18922898399

QQ：270806092

邮箱：270806092@qq.com

2015年6月13日下午2时，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在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裕新路慧江集团召开。参会人员有商会高级

顾问、顾问、理事、监事、会员共计五十五人，请假七人，参会人数符

合《深圳市兴国商会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主要落实2015年1月10日召开的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一届第一次

理事大会安排的工作，对商会内部成立六个部门及各部门职责、成员、

工作计划等进行审议并通过，审议并通过商会财务制度、会议管理制

度、采购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商会秘书长萧文全对商会成立后的工作进行了简短的回顾和总结，

对商会成立后商会成员之间团结奋进、互相帮助与协作及商会成立后所

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肯定和表扬。对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召开后，钟辉红

副会长、钟恩华理事、周志林理事、马学勇理事、刘扬名高级顾问、刘

新华顾问、刘华监事、王华喜监事等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

感谢。对刘国民理事为此次会议捐助伍仟元、郑辉会长捐助柒仟贰佰元

表示感谢。郑辉会长首先对参会人员积极参会表示谢意，对高级顾问谢

军生先生为此次会议召开所做的精心安排及无私奉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对高级顾问刘扬名、王昌逵等到会指导工作表示感谢。郑辉会长说：商

会成立后，涌现了很多好人好事，商会的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

和支持，商会的各项工作正朝着合法化、规范化努力，商会的工作得到

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大家也要看到，商会的工作也存在不足，五个部

门成立后，工作没有主动、工作没有落实，很多工作只是停留在书面文

字上。谢军生高级顾问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商会的工作及取得的

成绩表示肯定。同时，对商会进一步开展工作及寻求社会各界更多的支

持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此后，会议进入审议、表决阶段。各位会员认真审议并通过了《战

略投资部人员及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会员发展及外联宣传部人

员及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财务审计部人员及工作计划》、审议

并通过了《后勤慈善部人员及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法律事务部

人员及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专家咨询委员会人员及工作计

划》。同时，授权常务理事会对商会《财务制度》、《会议管理制

度》、《采购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进一

步完善后进行公布并作为商会的规章制度。对商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

安排并由马学勇理事负责完成的研究成果《异地商会主要法律问题研

究》、钟辉红副会长负责完成的研究成果《深圳市兴国商会运行发展规

划》、钟恩华理事负责完成的研究成果《深圳市兴国商会内部控制》、

刘新华顾问负责完成的《深圳市兴国商会文化建设方案》进行了认真的

学习和领会。

会议还对慈善制度、印章管理、微信群管理、执行秘书长岗位配置

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新任副会长钟林，新任理事范才平、刘春华、

姚莹、廖茂春，新任会员曾岳平、邱桂林、洪远灵等分别授副会长、理

事、会员牌匾。

下午六时，所有会议议题全部完成。高级顾问、深圳市兴国乡友联

谊会第三任会长钟冬元先生亲自到场祝贺并讲话，会议在和谐、热烈的

气氛中圆满结束。

热烈祝贺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圆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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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伟
深圳市丽华轩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营范围： 从事工艺品、陶器瓷器、家具、文具、办公用批发、进口及相关配套服务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上世界C区108铺

电话：0755-86283093   18929386446

QQ：2967456364

邮箱：2967456364@qq.com

    刘衍平
爱璐英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设计部主管

经营范围：1.焊接系统、电弧焊接；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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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27513663  传真：0755-27513993

邮箱：liuyanping@aile-eng.com.cn

欢迎您的加入



2014年11月22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成立庆典在深圳市人民大厦隆重如召开！

2014年12月28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钟海副会长，周志林秘书长等深圳市兴国

商会9位理事应邀参加佛山市兴国商会，热烈祝贺佛山市

兴国商会成立！ 2014年12月30日
深圳市赣州商会秘书长刘辉忠，我会郑辉会长，萧文全秘

书长到访商会！

2015年01月10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一次理事大会在深圳市观澜镇慧江集团

圆满召!
2015年1月12日
东莞市兴国商会会长余青青，顾问刘扬名前来商会办公室

指导工作，我会郑辉会长，钟红辉副会长，萧文全秘书

长，刘济芳理事到办公室接见！

2015年1月15日
兴国县委驻深圳办事处刘庆明，我会高级顾问田爱民，赣

州贵竹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熊总，兴国将军红侯总及其公司

其他4位成员到访商会办公室！

2015年1月16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高级顾问谢军生董事长宴请我会20位成

员参加新年晚宴！

2015年1月26日
兴国县志办办陈玉桃主任及陈记者前来商会办公室视查工

作，我会郑辉会长，萧文全秘书长及周志林秘书长等陪同

参观！

2015年2月2日
热烈祝贺深圳市兴国商会曾玉坤理事荣升为我会副会长！

2015年2月4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会员发展及外联宣传部第一次会议圆满召

开！

2015年2月6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第二次授牌仪式在商会办公室举行！

2015年2月6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高级顾问谢军生董事长宴请我会20位成员

参加新年晚宴！

2015年3月02日
建国后兴国县第一任县长，老红军李贻树同志夫人，老

领导江波同志来到深圳市兴国商会指导工作！
2015年3月7日
顾问凌志伟，刘新华，理事廖茂春到访商会办公室！

2015年3月9日
赣州籍在深十大杰出青年表彰大会召开，

热烈祝贺我会郑辉会长荣获“赣州籍在深十大杰出青

年”光荣称号！
2015年3月11日
热烈祝贺深圳市兴国商会设立常务理事会暨第一次常务

理事会议成功召开！

2015年3月21日
热烈祝贺我会理事单位深圳市广深艺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开业！ 2015年3月30日
东莞市兴国商会黄真贤副会长等三人来我会办公室指导工

作，萧文全秘书长，周志林副秘书长接待！

2015年3月31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郑辉会长，张博宇会长，陈河军副会

长，萧文全秘书长，及邓敏理事来商会办公室商讨商

会发展事宜！

2015年4月10日
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同志在兴国县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

任欧阳金明同志等人的陪同下，前来我会视察并指导工作！

2015年4月15日
深圳市兴国商会郑辉会长，张博宇会长，陈河军副会

长，萧文全秘书长等领导拜会商会高级顾问谢军生董

事长！
2015年4月18日
在深圳注册的江西省、市、县商会十几位秘书长受深圳市鹰

潭商会吴文生秘书长的邀请，前往深圳市鹰潭商会参观，学

习和交流，萧文全秘书长代表我会应邀参加！

2015年4月28日
由赣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持召开的广东省江

西赣州籍商会秘书长2015年度联席会议在广州市天河

区黄埔大道潭村路348号珠江商务大厦广东省江西上

犹商会办公室举行，我会秘书长萧文全出席大会！

2015年4月29日
佛山市江西兴国商会筹备组秘书长吴光怀，筹备组成员兰兆

清，邱联和在商会理事陈书琴，新任理事刘春华的陪同下前

来我会交流指导！

2015年5月16日
兴国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一行三人来来深圳参加

第十一届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并来到

深圳市兴国商会指导工作。

*红色为外事记录

2015年5月19日
兴国县开发区党委委员、常务副主任兼农房办主任胡启斌先生

等一行4人来商会就兴国县招商等工作与深圳兴国籍企业家见

面、沟通和交流；

2015年5月19日
商会顾问谢军生董事长前来商会办公室指导工作，并

赠字画《赤壁赋》

2015年5月28日
深圳市景德镇商会五周年庆典，李秘书代表深圳市

兴国商会前往现场祝贺!

2015年5月30日
热烈祝贺商会理事单位深圳市富斯登装饰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开业

年度论事 年度论事

2014年11月27日
在深圳市兴国商会高级顾问丶老红军后代田爱民女士带领

下，商会郑辉会长、萧文全先生、肖文华先生一行四人前

往南昌拜会了正在南昌开会的老领导万绍芬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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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交流平台：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三路竹盛花园三期裙楼201-D

电话：0755--23480869    传真：0755--82799164

网站：xgcc20141016@163.com     QQ：2799541881

网址：www.szxgcc.org

商
会 乡友乡友会交流平台：

乡友会微信号：xgtx123456

乡友会QQ号：2056387067

乡友会信箱：xgtx168@126.com

2015-02-16 深圳市兴国商会

羊年春节前夕，深圳市兴国商会秘书长萧文全、副会长曾玉

坤、秘书处李昕潼三人代表商会全体同仁慰问监事刘华患病母亲，

为老人家送去春节的祝福与问候，把商会全体同仁的关怀和温暖带

进老人心中！对此，监事刘华写来感谢信，感恩商会！以下是监事

刘华写来的感谢信：

感谢信

深圳市兴国商会：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商会秘书长萧文全，副会长曾玉坤，秘

书处李昕潼三人代表商会前来慰问我的妈妈并带来2000元慰问

金。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商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2月10日上午十点，三位商会代表如约而至，看望了我的家

人，并亲切交谈，了解工作、生活等情况。

我对商会的关心、帮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及诚挚的敬意！祝

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新春快乐！

心系会员，情暖商会

社会责任

深圳市兴国商会不到五天时间筹措善款3万余元救助高危白血病患者

2015年6月12日，广东省江西兴国商会谢鑫秘书长向深圳市兴国商会萧文全秘书长反映了兴国县

古龙岗镇龙岗村村民洪世林因14岁儿子洪海权被诊断为高患白血病，近百万医疗费让这个家庭陷入困

境，现急需社会各界人士帮助的情况，并将相关媒体报道、兴国县委宣传部对事件真实性的证明、兴

国县教育局向全县中小学校倡议捐款及部分照片发给了萧文全秘书长。萧文全秘书长收到相关事件资

料后，对洪世林家庭的遭遇深表同情，随即向商会郑辉会长反映此事，郑辉会长了解情况后，亦对洪

世林全家的遭遇非常同情并指示商会秘书处通过商会微信群在商会发出捐款倡议，希望商会可以给患

病孩子家庭力所能及的帮助。

6月13日，商会秘书处在媒体对该事件报道的基础上，通过微信群发出捐款倡议如下：

商会各成员，近100万元的治疗费让我们实在无力承受。要是凑不够钱，为了救儿子，我们夫妻俩

只有到街上去乞讨了。”6月1日，在赣州市人民医院，来自兴国县古龙岗镇龙岗村的农民洪世林满脸

愁容诉说。

　今年3月30日，洪世林在古龙岗中学上七年级的14岁儿子洪海权，突然感到头晕、全身无力，并

伴有高烧和其他不适症状。奶奶带他到县医院检查，医生建议送往赣州市人民医院做全面检查。在赣

州市人民医院，一纸“高危白血病”的诊断报告如晴天霹雳打在了全家人心上。

　至今洪海权已接受了多次化疗。院方告知洪世林，要治愈小海权的白血病，只有到广州、上海

等地的大医院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洪世林特地跑到广州南方医院咨询，得知手术费用保守估计为80至

100万元。

　洪世林夫妻都在福建打工，收入很低。为治病，家里能卖的东西基本卖了，洪世林还向亲戚朋

友借了6万多元。为了照顾儿子，夫妻俩都辞了工，经济收入也断了。

　两个多月来，洪世林默默承受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负荷。曾秋香日夜陪护着儿子，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回。

　小海权患重病的消息很快在学校传开了。老师和同学到医院来探望他，学校还为他发起了爱心募捐活动。同时，共青团兴国县委

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社会爱心人士、企业向小海权捐款。兴国县教育局也号召全县师生献出爱心。然而，由于手术费近100万元，资

金缺口仍然巨大，洪世林一家动员了自己所有的资源，已无法再筹得资金。

　

附：为洪海权捐款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郑辉：5000元

2、张博宇：1000元

3、谢军生：5000元

4、萧文全：1000元

5、钟   海：500元

6、深圳市兴国商会：1000元

7、钟红辉：1000元

8、钟辉红：1000元

9、田爱民：1000元

10、邓生春：1000元

11、萧华忠：1000元

12、王善文：300元

13、曾玉坤：1000元

14、马学勇：1000元

15、鄢万千：1000元

16、鄢月初：666元

17、刘春华：500元

18、邓乐平：500元

19、陈修锋：200元

20、邹忠平：300元

21、钟恩华：500元

22、曾岳平：500元

23、王华喜：200元

24、陈云峰：200元

25、李赞辉：500元

26、赵万明：500元

27、刘延海：1000元

28、陈书琴：200元

29、钟   林：500元

30、罗卿珊：1300元

31、杨艳洪：500元

32、曾凡博：500元

33、范才平：500元

34、刘   华：200元

35、刘先芳：200元

36、邱   辉：800元

合计：32066元

据赣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医生透露，洪海权有一个妹

妹，配型成功的几率很大。眼下最要紧的是筹集医药费，尽

早到大医院进行手术。

“只要有一线希望，不管再难，也要为他治病!洪世林

说，“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继续爱心接力，对我们伸出援助

之手。每一笔善款都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救命之情。等孩

子病好了，我会教育他好好学习，将来要感恩社会，回报社

会。”

现经商会郑辉会长等人提出，为帮助重病乡友，体现深

圳市兴国商会爱心，现以商会名义发起捐款倡议。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您的善

举、善行、善言，必将感天动地。

倡议书发出后，小海权的遭遇感染着商会的每一位成

员，大家自愿自发的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不到五天时间里，

深圳市兴国商会共为小海权捐助善款32066元。而且，不断

有人打电话询问小海权的治疗情况，极尽关心之情。

收到善款后，深圳市兴国商会领导又急人之所急，利用

商会成员端午返乡之际，嘱托钟林副会长、杨艳洪理事务必

将善款第一时间交到小海权家长洪世林手上。

6月20日上午，钟林副会长、杨艳洪理事带着商会的嘱

托，带着全体深圳市兴国商会成员满满的爱心来到了赣州市

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看望并慰问了在这里住院治疗的小海

权，向小海权家长洪世林询问了小海权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代表深圳市兴国商会祝愿小海权早日康复，早日回到学校。

努力学习，长大回报社会。洪世林听完商会代表发言、亲手

收下转交的商会善款后，感动得许久都说不出话来。他深情

地说：“我夫妻只是普通的农民，孩子患病后，面对高昂的

治疗费，我们几近绝望。我们没有有钱有地位的亲戚朋友，

跟深圳市兴国商会也从来都没有过交情。但深圳市兴国商会

领导得知我家的遭遇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我家予以

了无私的帮助。深圳市兴国商会，真的是爱心商会，我们全

家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6月19日，得到商会要派人看望、慰问小海权消息的洪

世林，特地去赶做了一面“爱心捐助、善行义举；恩重如

山、终身难忘”的锦旗赠送给深圳市兴国商会。

3635



本会刊从筹划、汇编到成册历时近半年，会刊由周志林副秘书长策划，并经数次修改完善，最

终定稿。在此特别感谢郑辉会长、张博宇执行会长、萧文全秘书长及全体商会成员的大力支持。同

时因我们水平和经验有限，本会刊肯定会存在一些不足，请商会成员及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使

今后的会刊更加完美。

后记

我是兴国县高兴镇的刘衍平，今年4月 3、谢军生：5000元

24日对于我和家庭来说是个非常阴暗的日子， 4、萧文全：1000元

我刚出生仅20个月的女儿刘翊婕（萌萌）不幸 5、钟    海：500元

检查出患上了白血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田爱民：1000元

B型高危），目前正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7、曾玉坤：1000元

医院接受治疗。 8、罗卿珊：1300元

9、鄢月初：500元

高中同学钟恩华获悉后急忙将此事反映给 10、钟    林：500元

商会的郑会长和肖秘书长，商会领导很重视， 11、钟辉红：1000元

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并发动周围爱心人 12、邓乐平：500元

士，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大家的关爱给了我 13、商    会：1000元

们家更多战胜病魔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了更多 14、刘春华：1000元

的希望，让我这个离开家乡身处异地工作的人 15、曾凡博：500元

感受了家乡人的温暖，谢谢你们兄弟姐妹般的 16、钟恩华：3000元

关怀，谢谢你们玉石般纯洁的情，谢谢你们金 17、刘    华：200元

石般善良的心! 18、王运平：200元

19、范才平：1000元

白血病又叫血癌，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 20、鄢万千：1000元

病，需要高额的费用和长达三四年的治疗恢复 21、钟海华：500元

周期，，但是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进步，通过 22、陈书琴：200元

积极化疗，现在的治愈率还是较高的。萌萌现 23、廖茂春：500元

在处在第一期化疗中，并等待进一步的化疗， 24、刘扬名：500元

相信她一定会重新好起来。因为有了这么多的 25、刘国民：500元

爱心，因为有这么多的期盼，因为她的坚强!相 26、李赞辉：500元

信在众志成城的爱心面前生命之树终将常青。 27、王昌逵：500元

28、邱    辉：800元在深圳工作的兴国县高兴镇乡友刘衍平，
再次谢谢大家无私的爱心，谢谢，祝商会 29、李爱民：500元其女儿萌萌只有二十个月，却不幸患上了白血

事业蒸蒸日上，大家家庭健康，万事如意！ 30、张明生：500元病，治疗需要大笔费用，全家陷入困境。深圳
31、洪立阳：500元市兴国商会了解该情况后，在商会内部发起了

深圳兴国乡友联谊会老会长、商会高级顾 32、刘先芳：200元爱心捐款活动。消息发布后，在短短的六天时
问刘扬名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商会的 33、周志林：500元间里，商会秘书处共收到来自顾问、理事、监
工作及善举给予了高度评价。 34、陈河军：1000元事、会员的捐款人民币38800元。 

35、邓    敏：300元

参加爱心捐款仪式的有：高级顾问刘扬 36、邹忠平：300元5月24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深圳市兴国商
名、会长郑辉、顾问陈修烽、秘书长萧文全、 37、邓生春：1000元会举行了温馨的爱心捐款仪式，当郑辉会长将
理事、副秘书长周志林、理事钟海华、马学 38、王善文：300元爱心捐款38800元交到萌萌父亲刘衍平先生手
勇、刘国民、陈书琴、钟恩华、刘春华等。 39、陈俢烽：200元上并代表商会祝愿萌萌早日康复时，刘衍平先

40、刘新华：500元生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当场宣读了感谢信。刘
无论您捐款或未捐款，也不论您捐出的款 41、王华喜：200元衍平先生感谢信内容如下：

项或多或少，萌萌的遭遇都引起了大家的关 42、王贵祥：300元

注。您的善举，都是对我们有困难乡友的莫大 43、钟红辉：1000元尊敬的深圳市兴国商会各位领导和爱心人
支持。祝愿萌萌小朋友早日康复，快乐成长！ 44、李德钧：300元士：

45、马学勇：1000元

附：爱心捐款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你们好！首先我想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和
1、郑辉：5000元 合计：38800元最真挚的感激之情！
2、张博宇：1000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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