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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榮譽會長 曾憲梓 陳有慶 霍震寰 楊 釗
會 長 蔡冠深
副 會 長 袁 武 林樹哲 曾智明 王國強 劉鐵成 王惠貞 李應生 楊華勇
永遠榮譽會長 古勝祥 何世柱 黃宜弘 張永珍 王敏剛 胡經昌 林廣兆 張成雄 林銘森 陳 斌 陳幼南 李德麟 莊學山 盧文端 馬忠禮
常 務 會 董 方文雄 余國春 廖長江 林廣明 陳南祿 黃士心 余鵬春 朱蓮芬 劉宇新 胡曉明 周娟娟 李引泉 許智明 黃英豪 梁偉浩

羅富昌 鄧楊詠曼 梁海明 葉成慶 顏寶鈴 梁鳳儀 謝湧海 施展熊 伍威全 高敏堅 何志佳 梁亮勝 劉志強 包靜國 范仁鶴
司徒源傑 陳智文 陳仲尼 吳惠權 鍾偉平 李國雄 李文俊 于善基 蔡關穎琴 邱建新 李德剛 范佐華 陳光明 莊成鑫 張夏令

選 任 會 董 鄭家純 何超瓊 林建岳 萬 敏 李慧琼 高美懿 伍淑清 黃定光 李惠民 孫大倫 曾智雄 張華峰 張賽娥 雷添良 藍 屹
李子良 方紅光 沈曉初 壽福鋼 周莉莉 劉坤銘 施榮怡 孫國林 何超蕸 王 濱 朱建輝 李濟平 陳沛良 霍啟山 張俊勇
朱鼎健 閻 峰 關惠明 張學修 鍾瑞明 黃權威 龍子明 朱永強 簡松年 王庭聰 蔡偉石 吳長勝 黃楚恒 劉永強 貝鈞奇
鍾立強 陳 耘 林宣亮 譚唐毓麗 葉永成 吳錦津 王啟啟達 彭楚夫 傅承蔭 王振聲 劉嘉華 黃楚基 楊俊傑 林增榮 王振宇
陳東岳 林雲峯 黃偉深 張慶華 胡劍江 李國強 林家禮 陳立德 霍啟啟文 黃進達 梁香盈 林智彬 古賢倫 馬墉宜 許寶月
黃達堂 周雯玲 黃天祥 李惟宏 郭 庶 林鎮洪 周裕農 林志鴻 葉少明 葉海蓮 陳銘潤 鄭光明 王彭彥 陳浩然 楊燕芝
葉振都 莊家豐 蔡雋思 羅頌宜 方添輝 高達斌 李沛成 常勤生 吳偉毅 陳楚冠 劉 軍 趙式浩 王紹基 廖美玲 王淑慈
林顥伊 楊孫泉 吳懿容 何文煊 樊敏華 楊凱榮 甘志成 李賢勝 謝禮明 張嘉裕 陳建年 張洪鈞 林菁菁菁菁

榮 譽 常 董 李祖澤 葉樹林 楊孫西 陳鴻基 黃守正
榮 譽 會 董 黃麗群 韋子剛 何掌邦 吳連烽 陳小玲 葉成坤 張曾基 駱志鴻 劉佩瓊 洪克協 林光如 謝鵬元 李銘深 黃自強 盧光庭
團 體 會 董 九龍牛羊業商會有限公司 葉紹基

中華紙業商會有限公司 鄭明亮
南北行公所 李歡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劉國平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 雷庭蓀
香港石油化工醫藥同業商會有限公司 陳金烈
香港抽紗商會有限公司 唐雲龍
香港南安公會 葉培輝
香港珠寶工藝品商會有限公司 潘大全
香港參茸藥材寶壽堂商會有限公司 黃甘培
香港華商保險公會有限公司 吳士強
香港潮州商會有限公司 劉宗明
香港鞋業(1970)總會有限公司 鄧明慧
香港證券業協會有限公司 張為國
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 余敏
旅港番禺會所 羅志勤
港九生蛇業商會有限公司 黎名樞
港九凍肉行商會有限公司 林國坤
港九淡水魚商買手會有限公司 胡富強
港九鋼材五金進出口商會 馬道謙
港九鹽業商會 黃慶年
豐貴堂蛋業商會 楊金炎

九龍鮮肉零售商聯合會 李傑雄
金銀業貿易場 鄭錦標
香港工業原料商會有限公司 劉錦雄
香港出入口華洋百貨行普益商會 霍建康
香港皮業商會有限公司 江健輝
香港米行商會有限公司 唐大錦
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商會 顏培增
香港海南商會 邢詒春
香港草織工藝品進出口商會 曹國昌
香港陶瓷商會有限公司 李家衍
香港梅州總商會有限公司 王春輝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有限公司 許偉堅
香港藝術品商會有限公司 劉世淵
香港寶安總商會 趙志鴻
旅港南海商會 關亨時
港九文教用品商會有限公司 張國強
港九果菜行工商總會 葉榮鉅
港九酒業總商會 鄭啟啟明
港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 鄧燾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有限公司 胡永龍
僑港新會商會 區志源

九龍生豬業入口商會 龔浩森
全港各區工商聯有限公司 陳金霖
香港人髮業髮品業商會有限公司 陳維湘
香港五金商業總會 周錦威
香港疋頭行商會 黎學森
香港汕頭商會有限公司 陳燦標
香港油行商會有限公司 梁滿
香港海味雜貨商會有限公司 蘇傑開
香港紙業商會有限公司 姚國安
香港梅州聯會有限公司 王志強
香港華商織造總會 饒頌平
香港潮商互助社有限公司 孫志文
香港糧食雜貨總商會 林桂盛
香港寶安同鄉會有限公司 溫文
香港粮油業商會 蔡國屏
香港福建商會 盧金榮
港九百貨業商會有限公司 林振永
港九茶葉行商會有限公司 譚松發
港九輕工業品進出口商商會有限公司 康家恩
港九礦產業商會有限公司 關汪洲
新界總商會 周華焯
證券商協會有限公司 陳葆心

同 敬 賀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