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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梁

丽雯）

11 月 12 日上午，建设街道商会在

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 7 楼英锋厅召开

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

举大会，会员企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和

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换届选举。 越秀

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志强，越秀区工商

联副主席邬翠峰，建设街党工委书记李

嘉斌以及建设街人大工委主任胡道明

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商会第二届第

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开幕。 江

文杰会长向大会作开幕致辞。 常务副会

长方志华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向全体会

员作《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道商会第一

届工作报告》。 全体会员举手表决通过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道商会章程

（修

改建议稿）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道商会

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办法

（草

案）

》及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会长杨四

海，常务副会长方志华，副会长冯琨琮、

罗晓川、郭建威，理事曲以江、吕莹、朱

雄伟、李伟鹏、李莉萍、周小梅、郑周燕、

郭绪欣、梁容波、曾学韵，监事蒋主浮。

表决产生了名誉会长江文杰、黎沛生和

第二届秘书长

（聘任制）

黄河。

商会新任会长杨四海表示今后在

区、街道等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商会将

在推动建设辖区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改善营商环境、服务会员等方面积极开

展工作。 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商

会将成为更好的搭建政府和企业之间

沟通的桥梁，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平台效

能和行业影响。

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志强向大会

产生的商会第二届会长、副会长、理事

等成员表示祝贺并提出几点希望，新班

子成员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推进做

好成立商会党支部、推荐会员加入越秀

区青年商会以及“六稳六保”等工作，为

辖区经济发展和稳定贡献力量。

建设街党工委书记李嘉斌在发言

中表示， 首先对在江文杰会长的带领

下，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以及秘书处全体

人员共同努力下，商会取得的荣誉[2019

年获评“参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千

企帮千村’工程先进商

（协 ）

会”荣誉称

号， 常务副会长方志华获评 2019 年越

秀区社会组织“党建之友”荣誉称号]和

成绩给予了表扬，肯定了建设街道商会

领导班子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执行力

的班子。 商会在支持街道公益扶贫项目

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利用资金捐助、

劳务对接等多种帮扶方式积极参与各

类扶贫项目。 表扬了商会换届筹备小组

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出色地完

成换届选举工作并衷心祝贺大会产生

的第二届班子成员。 寄言新一届理事会

在会长杨四海的带领下， 继续发展壮

大，团结带领广大会员为建设辖区经济

发展做贡献。

建设街道商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

常务副会长：

方志华

广东汕头人。 获中山

大学本科、 南京大学第二

学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EMBA硕士学位。现任

广东易健通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广东天泽

阳光康众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等职务。

方志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

一届委员； 广东省青年联合会第八届、 第九届委

员、第十届常委；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广东

省青年商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会理

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广东校友会理事、广州市越

秀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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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建设街道商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 杨四海当

选建设街道商会第二届商会会长，

方志华为常务副会长。选举会上，杨

四海表示， 新的 3 年是一个新的起

点，商会工作将迎来新的机遇，面临

新的挑战。未来 3 年，商会将开展各

具特色的工作， 为建设地区的经济

建设贡献商会平台的力量。

积极投身扶贫和公益事业

杨四海，广东省梅州市人，广州

市八达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

理。 他作为企业负责人，尽职尽责，

亲力亲为，深受同事们的敬佩。他带

领公司全体同事， 把握时机 ，从

2012 年开始，把广州市八达工程有

限公司从每年营业收入几千万元，

年亏损 200 多万，发展至 2018 年营

业收入约 3.5 亿元， 盈利约 600 万

元， 全年向政府税务机关交税约

904 万元。 在工作中，他十分注意和

公司领导团队的思想交流， 虚心征

求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在做出关系

企业利益的重大决策前总要经过集

体讨论，在公司形成了民主、活跃的

集体氛围。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已连

续 18 年获得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 不少项目获得市级或者省级

行业协会奖项。

2016 年 10 月，杨四海当选为第

十五届广州市人大代表， 按照市人

大的代表进社区的工作安排要求，

积极联系建设六马路社区居委会，

进行了包括代表接访群众活动、慰

问和调查独居老人生活情况、 慰问

老党员活动， 积极参加建设街道组

织的视察调研活动等。

多年来， 杨四海积极参与广州

的扶贫和社会公益等事业， 先后捐

助 50 万元用于统战部扶贫的水美

村未来十年的村建设使用、捐助 20

万元广州市光彩中心用于水美村的

桥梁建设。 近年来，他为贫困家庭、

革命老区爱心基金、 扶贫村基建项

目累计捐款近 40 万元，积极参加建

设街道组织的贵州扶贫活动。今年，

他响应越秀区建设街道的号召，在

扶贫济困日， 公司和个人合捐 5 万

元给建设街道， 用于建设街对口扶

贫的地区。

建设街商会积极贡献平台力量

杨四海表示，未来三年，商会将

在建设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 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成立党组织，

不断发展吸收优秀同志， 壮大党员

队伍，为党建工作增添活力。

同时， 商会还将积极搭建交流

平台，加强商会企业间密切联系，共

同提升能力，共促企业发展。商会未

来三年计划举办形式多样的会议、

论坛、 考察活动， 加强商会企业间

的、行业间的交流，取长补短，提高

企业竞争能力的同时， 共同开拓市

场，共同发展。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

培训讲座， 加强企业对各项制度和

法律法规的学习， 加强对中央各项

政策的学习， 力争让企业打好抵抗

风险的基础。

杨四海表示，未来三年，建设街

道商会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一

方面组织商会企业积极捐款， 支援

对口扶贫乡镇；另一方面，开展产业

扶贫， 对贫困地区引进先进企业及

配套产业链， 解决当地人就业及发

展问题。

建设街道第二届商会会长诞生，新任会长杨四海：

“未来三年是新起点，商会将迎新机遇”

人物简介

第二届商会会长：

杨四海

广东省梅州市人，广州

市八达工程有限公司的董

事总经理。他作为企业负责

人，尽职尽责，亲力亲为，深

受同事们的敬佩。 2016 年

10 月， 杨四海当选为第十

五届广州市人大代表。

建设街道商会召开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

新成员担当“领头羊”

为辖区经济贡献力量

新成员担当“领头羊”

为辖区经济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