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道路迓

广东省交通工召

粤道运协 〔⒛16〕 12号

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广东省交通工会委员会

转发关于全国道路运输安全行车百万公里

驾驶员劳动竞赛活动表彰决定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道路 (交通)运输协会、有关单位工会,各有关单位 :

现将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 《关于

全国道路运输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驾驶员劳动竞赛活动的表彰决定》

(中 道运协字 〔⒛15〕 Sg号 ,见附件 1)转发给你们。本次活动我

省黄永雄等 ⒛ 名驾驶员连续安全行驶里程超过 ⒛0万公里,荣获

“
全国优秀驾驶员

”
称号 (见附件 2),林楚良等⒛9名 驾驶员连续

安全行驶里程超过 100万公里,荣获
“
全国先进驾驶员

”
称号 (见

附件 3)。 表彰奖牌及证书将于近期发放至各获奖驾驶员所在单位。

请各单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获得表彰的驾驶

员给予相应的表彰奖励。希望受表彰的驾驶员珍惜荣誉,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再接再厉,创造新业绩,作 出新贡献。全省道路运输行



业从业人员要以受表彰驾驶员为榜样 ,学 习他们艰苦奋斗、爱岗敬

业、忠诚奉献的职业素养;学 习他们坚守平凡、积极进取的价值取

向,以 实际行动弘扬交通行业精神,积极传播正能量,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作出更大的贡献。

联系人:苏兰、左艳,联系电话:uo~37634329转 619、 629。

邮箱:r鲴塑101E嗵区丕·∞m

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3号粤运大厦 15B室 ,邮编 :51OOSO。

附件 :

1.《关于全国道路运输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驾驶员劳动竞赛活动

的表彰决定》(中 道运协字 〔⒛15〕 Sg号 )

2.广东省荣获
“
全国优秀驾驶员

”
称号人员名单

抄送 :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广东

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地级以上市交

通运输局 (委 )、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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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荣获“全国优秀驾驶员”称号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黄永雄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2 马兴秋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3 吴桂潮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4 冯树荣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5 林巨坚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6 陈星光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7 高超阳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8 许开鸣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9 陈赞礼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10 缪耀专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11 冯建明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12 黄德升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13 黄文成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 

14 吴新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15 李其华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16 林大选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17 黄诚裕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18 黎新有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19 洪成龙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0 张厚荣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1 胡成添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2 陈昌汉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3 谢汝荣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4 徐茂强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5 李志桥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26 黄英建 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春客运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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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苏宗队 阳春市粤运朗日城乡客运有限公司 

28 余家新 阳春市粤运朗日城乡客运有限公司 

29 陈耀天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0 林松江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1 叶桂昌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2 夏伟坚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3 余国强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4 苏湛明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5 黄兴全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6 罗伟平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7 邱国辉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8 谢文坚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39 林水洲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40 邝梓均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豪华车出租分公司 

41 骆  旺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42 曾石桥 韶关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仁化汽车站 

43 袁妙观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44 周成光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45 谭焕光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46 左建伟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47 徐锦潮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8 吴裕坚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9 张锦衍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0 陆文恒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1 吴亮华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2 雷润威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53 赵国南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54 梁达平 广东省江门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55 林  湛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6 卢志青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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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廖锡明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58 陈那标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59 蔡葵荣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0 王全德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1 梁国英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2 梁华辉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南站 

63 岑国邱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南站 

64 徐日权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南站 

65 吴明伟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6 陈卫民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7 陈  炳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8 陈传华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9 钟广香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70 赖志伟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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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荣获“全国先进驾驶员”称号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林楚良 中山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 余宗权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3 胡志勇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4 莫仲和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5 张金元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6 罗敏权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7 陈永锴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8 伍建留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9 赖昌洪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10 区少基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11 何如勇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12 罗少基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13 邓小滨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肇庆客运总站 

14 林振强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15 潘西荣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16 杨子贞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17 吴国昌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18 郑和兴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19 苏国强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四会汽车站 

20 梁强兴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怀集汽车站 

21 梁家荣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怀集汽车站 

22 陆兆伦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怀集汽车站 

23 梁海军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怀集汽车站 

24 周绍平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怀集汽车站 

25 冼少毅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豪华车出租分公司 

26 黄衍顺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豪华车出租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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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水松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28 郑  明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29 江汉华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30 黎向明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31 沈河水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32 廖家乾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广宁汽车站 

33 黄  达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南丰分站 

34 符永胜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南丰分站 

35 梁新光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 

36 童火良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 

37 梁文钢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 

38 肖洁波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 

39 黄超平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 

40 莫竟科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封开汽车站 

41 岑伟雄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德庆汽车站 

42 石肖光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德庆汽车站 

43 陈广中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德庆汽车站 

44 李泽新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德庆汽车站 

45 林  松 湛江粤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46 李华权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47 黄秉德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48 孙华德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49 吴志勇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50 蔡  国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51 彭景章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52 王跃进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53 梁锦俊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市汽车南站 

54 陈  巢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55 徐金仙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56 何梓义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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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梁耀坚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58 王进标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59 梁栋裕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0 梁国元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1 梁永强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2 黄金隆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3 胡元杰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4 郑洪云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湛江汽车客运总站 

65 钟日富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6 卜  禀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7 刘华德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8 陈启章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69 张  健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70 林康仁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 0 七车队 

71 夏让海 韶关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乳源汽车站 

72 罗德华 韶关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仁化汽车站 

73 谭政平 韶关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仁化汽车站 

74 李英明 韶关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南雄汽车站 

75 陈韶山 韶关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南雄汽车站 

76 陈  杰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77 胡必光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78 李大培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79 陈  德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80 梁连清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阳山分公司 

81 陈春雷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阳山分公司 

82 黄锦盛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阳山分公司 

83 刘国新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阳山分公司 

84 伍华庭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阳山分公司 

85 朱其满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86 周海山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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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邓金明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88 曾志聪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89 黄永强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90 戚木星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91 许建锋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 

92 潘志敏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 

93 杨骐任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 

94 孔凡秋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怀集汽车站 

95 欧树坚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96 钟汝信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97 陈祥满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98 廖万芳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99 黄志勇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100 朱艺玲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101 范兰锦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102 覃健锋 清远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市巴士分公司 

103 蒋君武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4 赖振勇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5 王  庆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 何建涛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7 张国生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8 彭  洪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9 徐  坤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0 黄志浩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1 郭炳鸿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2 吴度永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3 陈国忠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4 柯柏辉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5 游无惧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6 邓志辉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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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黄国强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8 钟一文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9 周超勇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0 黄海深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 陈妙坤 惠州市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 

122 吴汝波 惠州市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 

123 诸伟东 惠州市新明晖运输有限公司 

124 陈雄师 惠州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惠东分公司 

125 李左桐 惠州市联捷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小汽车分公司 

126 张石寿 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紫金客运分公司 

127 黄春暖 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平客运分公司 

128 卢沃光 广州一汽巴士有限公司 

129 吴振文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0 连志忠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1 张衍文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2 巢伟忠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3 张绍豪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4 蔡志权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5 谢兆华 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136 何瑾琪 广州市穗美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37 高春旺 广州市穗美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38 张广权 广州市穗美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39 简伟祥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0 梁炳棠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1 陈灶平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2 郭德铭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3 何健文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4 梁耀威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5 王炳森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6 李许坚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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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李志祥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8 王灿光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49 宋剑平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0 郭志锋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1 谭杰平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2 罗敬华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3 徐健雄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4 杨培生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5 陈金信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6 朱伟明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7 郭金华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8 邓文伟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59 沈志雄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0 吴健辉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1 伍国英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2 凌日强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3 梁家源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4 梅坚生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5 杨秀全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6 高钜能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167 黄泽富 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68 冯文卓 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69 吴健强 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70 罗伟华 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71 陈晋豪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2 温金财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3 李海澄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4 刘佩球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5 赖志勤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6 谢伟平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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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谈汉清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8 周锐明 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 

179 容耀忠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0 黄以强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1 张显发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2 余卫民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3 邓东林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4 梁旭熙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5 林建伟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6 黄辉荫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7 郑国锋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新会汽车总站 

188 李  锐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五〇七车队 

189 刘志坤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五〇七车队 

190 徐灼建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五〇七车队 

191 黄仁君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五〇七车队 

192 罗华荣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五〇六车队 

193 雷炳新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五〇六车队 

194 黄灼儒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195 何富才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196 李沃波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197 李源灼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198 方国伟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199 邓逊朴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200 李启森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201 方灼平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202 李核坚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203 吴万南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204 周华富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205 关柱森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206 梁春暖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平汽车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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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黄北铭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江门汽车总站 

208 敖景新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江门汽车总站 

209 刘关享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江门汽车总站 

210 黄志强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江门汽车总站 

211 何志强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2 钟逢玉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3 麦志刚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4 罗宗艺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5 冯剑辉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6 冯伟军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7 吕盛祥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218 余日成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219 岑恒辉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220 谭和南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221 孔健潮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222 谢国杰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223 朱  云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恩平汽车总站 

224 张社达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 

225 严恒光 佛山市新协力的士有限公司 

226 李家兴 佛山市新协力的士有限公司 

227 李运华 佛山市顺德区鸿远出租车有限公司 

228 谭星雄 佛山市三水区运发有限公司 

229 冼兴有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0 潘桂荣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1 陈发祥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2 叶连章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3 卓荷清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4 刘锦军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5 吴灿光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6 陈进周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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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梁  许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8 罗玉泽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39 李英财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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