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现任职务

孔学东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原所长/研究员级高工 理事长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现任职务

何勇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董事长 副理事长
张伟 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 执行会长/高级工程师 副理事长
李旭杰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副理事长
邹采荣 广州航海学院 校长/教授 副理事长
周立功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授 副理事长
庞铁 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副理事长
贺湘华 广东省中科宏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副理事长
彭志聪 广东省电子学会 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副理事长
韩玉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级高工 副理事长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现任职务

彭志聪 广东省电子学会 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秘书长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现任职务

马君显 深圳大学新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常务理事
王利萍 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邓成良 东莞市电子学会＼东莞理工学院 理事长/教授 常务理事
韦  岗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 教授/博导 常务理事
冯穗力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 教授/博导 常务理事
叶建生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系主任/副教授 常务理事
叶梧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 常务理事
刘韶平 深圳华粤宝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工程师 常务理事
毕向东 广东省电子行业协会 原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余彬海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学院 教授/教授级高工 常务理事
张铁民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 教授/博导 常务理事

李礼夫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广东省电子学会汽车电子分会
主任/教授/博导/理事长 常务理事

李耘 广东省电子电器研究所 所长/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李慧琪 广州益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教授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杨成胡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所长/教授级高工 常务理事

副理事长（9人）

秘书长(1人)

常务理事（含以上领导机构候选人45人）

理事长(1人)



杨绍华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杨春晖 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级高工 常务理事
苏曼波 广东省电子学会SMT专委会 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陈长缨 暨南大学理工学院 教授 常务理事
范军 肇庆市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郑传烈 惠州TCL 副总裁、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姚若河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授/博导/副主任 常务理事

胡斌 广东省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校长/教授 常务理事
赵俊斌 广东南方宏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唐冬 广州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副院长 /教授 常务理事
夏俊 深圳市电子学会 秘书长 常务理事
徐向民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 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 常务理事
恩云飞 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级高工 常务理事
涂用军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技术网络中心 主任/副教授 常务理事
秦家银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务理事
崔险峰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校长 常务理事
黄  劲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常务理事
黄君凯 暨南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 常务理事
龚昌来 广东嘉应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院长 常务理事
廖  益 韶关学院 院长/教授 常务理事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现任职务

文德景 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理事
王彩申 东莞理工学院 高级工程师 理事
邓婉玲 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 理事
冯宇翔 美的集团 高级工程师 理事
龙云亮 中山大学信科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 理事
刘磊安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理事
刘勇平 华南理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讲师/博士 理事

孙国玺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育信息技术中心/茂名市电

子学会
主任/教授/理事长 理事

朱有达 广东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经济师 理事

许鸿平 广州市电子行业协会 科技部部长 理事
宋海娜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理事
张建超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通信电子系 主任/教授 理事

理事（含以上常务理事侯选人95人）



张庭炎 深圳远征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理事
张润京 广东省机电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理事
张增照 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副处长/高工 理事
李卫国 江门市华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理事
李永强 惠州市电子学会 秘书长/工程师 理事
李国彪 广东嘉应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党总支书记/高级实验师 理事
李星活 广东省汕尾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高级工程师 理事
李微波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副教授 理事
汪礼兵 深圳市智杰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理事
汪勇  深圳市稳新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SMT专委会秘书长 理事
苏铁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理事
邵时 广州德禄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陈丰华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计算机中心 经理/工程师 理事
陈宇波 深圳市鑫德亮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陈键 广东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党委书记 理事
陈黎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学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 理事
周继强 广州市朗新电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程师 理事
林春景 广东白云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系主任/教授 理事
林树群 广州市我家网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工程师 理事
林毅申 广东省农业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副主任/讲师 理事
欧锦伟 广州东方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校长/工程师 理事
罗定 广州天河创搏教育信息咨询中心 主任/经济师 理事
郑锦清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理事
保延翔 中山大学公共实验教学中心 高级实验师 理事
封斌 广州航海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主任/高级工程师 理事
陶唯敏 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主任\高工 理事
高军 广东科鉴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理事
崔少军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无线电高讲 理事
曹立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 理事
梁荣光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教授 理事
黄凤玲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与信息技术系 副教授 理事
黄志勇  华晟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工程师 理事
黄述志 广州金捷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理事
黄健燊 江门允中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理事
廖丽卡 广东省南方电子信息技术培训中心 副主任/工程师 理事
谭诚臣 华南农业大学理学院 副教授 理事



潘庆修 东莞育才职业技术学校 董事长/工程师 理事
黎旺星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学院 院长/教授 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