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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体 育 彩 票 中 心  
               

 

   广东体彩“悟初心、强党性、见行动” 
“七一”系列活动之关爱慰问人员公示材料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

牢牢把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广东体

彩中心在“七一”前后，开展以“悟初心、强党性、见行动”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之关爱慰问困难业主、销售员，对每位关爱

慰问人员发放慰问金 1000元。现由困难业主、销售员本人提出

申请，市（区）体彩中心确认审核，省体彩中心汇总公示。具

体关爱慰问人员名单及情况公示如下： 

序号 所属地市 申请人名称 困难类型 

1 广州 王铁刚 残疾 

2 广州 沈岩 残疾 

3 广州 陈思泽 残疾 

4 广州 林德豪 残疾 

5 广州 卫江伟 困难 

6 广州 许燕雪 重疾 

7 深圳 刘永章 重疾 

8 深圳 王伦芳 重疾 

9 深圳 蒋艳平 重疾 

10 深圳 刘茂军 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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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深圳 曾祥兴 重疾 

12 深圳 李彬 重疾 

13 深圳 陈现清 重疾 

14 深圳 薛栋波 重疾 

15 深圳 林晓然 残疾 

16 深圳 伍小光 残疾 

17 深圳 罗加发 重疾 

18 深圳 文辉 重疾 

19 深圳 施成翠 重疾 

20 深圳 徐子英 重疾 

21 深圳 黄翠容 重疾 

22 深圳 刘正兰 残疾 

23 深圳 沙业介 重疾 

24 深圳 郑洁 残疾 

25 深圳 齐礼刚 重疾 

26 珠海 刘婵娟 残疾 

27 珠海 江淑芬 重疾 

28 汕头 林穗娜 重疾 

29 汕头 罗卓锷 困难 

30 汕头 孙虹 重疾 

31 佛山 周艳 重残 

32 佛山 陈丽英 重残 

33 佛山 王磊 困难 

34 湛江 李慧伶 困难 

35 湛江 黄敬凤 重疾 

36 湛江 覃梦鲜 困难 

37 湛江 莫建和 困难 

38 湛江 叶敦梅 残疾 

39 湛江 吴金仁 困难 

40 湛江 戴诗蔚 残疾 

41 江门 林金容 重疾 

42 江门 吴登洪 残疾 

43 江门 苏根荣 残疾 

44 江门 李浩志 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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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江门 陈英捷 残疾 

46 茂名 吴奇英 困难 

47 茂名 梁锦才 困难 

48 茂名 陈昭均 困难 

49 茂名 李启全 困难 

50  茂名 梁开创 困难 

51  茂名 柯国权 困难 

52  茂名 吴青红 困难 

53  惠州 钟方玺 残疾 

54  惠州 杨松茂 困难 

55  惠州 胡世其 残疾 

56  惠州 陈会容 重疾 

57  惠州 李满娣 残疾 

58  惠州 易光斌 重疾 

59  梅州 刘洪昌 困难 

60  梅州 黄钢新 困难 

61  梅州 何学东 困难 

62  汕尾 罗小江 残疾 

63  汕尾 叶左活 重疾 

64  汕尾 彭冠学 重疾 

65  汕尾 彭国潜 残疾 

66  河源 王中生 残疾 

67  河源 梁耀培 残疾 

68  河源 周宇尖 重疾 

69  河源 刁俊兰 困难 

70  河源 胡丽珍 重疾 

71  河源 张丽爱 困难 

72  河源 李海娃 残疾 

73  河源 杜大和 重疾 

74  河源 孔月兰 重疾 

75  河源 林志勇 重疾 

76  河源 张超凯 重疾 

77  河源 李远科 残疾 

78  河源 陈定珍 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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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河源 江浩文 残疾 

80  河源 郑日锋 残疾 

81  河源 廖丽娟 重疾 

82  河源 江细心 残疾 

83 河源 邹月联 重疾 

84 阳江 郑碧玉 重疾 

85 阳江 徐宗倩 重疾 

86 阳江 黄建 困难 

87 阳江 詹少娴 残疾 

88 阳江 黄进慧 残疾 

89 清远 苏锦忠 残疾 

90 清远 邝伟意 残疾 

91 东莞 蒋财玉 重疾 

92 东莞 李林 重疾 

93 东莞 刘乔元 重疾 

94 东莞 周利艳 重疾 

95 东莞 许壮通 重残 

96 东莞 陈春民 重疾 

97 东莞 张来福 重残 

98 东莞 黎梓婧 重残 

99 东莞 闵朝阳 重残 

100 东莞 陈玉珍 重疾 

101 中山 廖志强 残疾 

102 中山 蒙如月 残疾 

103 潮州 蔡奕坚 残疾 

104 潮州 陈桂芝 残疾 

105 揭阳 方彩屏 残疾 

106 揭阳 黄明红 重疾 

107 揭阳 杨妙芳 失独 

108 揭阳 徐泽华 残疾 

109 云浮 麦澄波 残疾 

110 云浮 李家庚 重疾 

111 云浮 黄允煊 重疾 

112 云浮 王雪梅 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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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 日至 2018 年 7 月 4 日。公示期

内，如有异议，请反馈至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综合部，电话

020-37603415。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2018 年 7月 2 日 

 

113 云浮 罗新荣 重疾 

114 云浮 陈巨全 残疾 

115 顺德 黄绍辉 重疾 

116 顺德 黄明娟 困难 

117 顺德 王士华 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