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职务 市(区) 姓名 职务 镇（街、片区） 姓名 职务

棠下镇 李雄毅
蓬江公安分局副局长、棠

下镇派出所所长

荷塘镇 刘树 荷塘镇派出所所长

杜阮镇 杨宇高 杜阮镇派出所所长

潮连街道 梁耀基 潮连街道派出所所长

环市街道 周海华 环市街道新城派出所所长

白沙街道 鲍德光 特警大队大队长

外海街道 李振棠 外海街道派出所所长

礼乐街道 李国鸿 礼乐街道派出所所长

江南街道江南片区 高连登 江南派出所所长

江南街道滘头片区 蓝亦文 滘头派出所所长

江南街道滘北片区 区门锦 滘北派出所所长

外海街道麻园片区 冯镜洪 麻园派出所所长

礼乐街道文昌沙片区 朱源君 文昌沙派出所所长

外海街道高新片区 黄永洪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派出

所所长

江新联围 王晓明 江新联围派出所所长

经济开发区 薛国富 今古洲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河南片区 叶羡祥 河南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中心片区 黄兴旺 中心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北门片区 李鹏飞 北门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环城片区 吴伊峰 环城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浐湾片区 陈永贵 浐湾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三和片区 黄文才 三和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七堡片区 陈肖养 七堡派出所所长

会城街道都会片区 汤祯祥 都会派出所所长

圭峰片区 赵崇旺 圭峰林业派出所所长

双水镇 刘卫勤 双水镇派出所所长

双水镇小冈片 黄群威 小冈派出所所长

崖门镇崖西片区 何富勇 崖西边防派出所所长

崖门镇崖南片区 张善祥 崖南边防派出所所长

银湖湾片区 陈健强 银湖湾派出所所长

罗坑镇 陈卓伦 罗坑镇派出所所长

古井镇 杨健威 古井镇派出所所长

睦洲镇 李伟雄 睦洲镇派出所所长

大泽镇 林国源 大泽镇派出所所长

司前镇 陈添宏 司前镇派出所所长

沙堆镇 徐勇 沙堆边防派出所所长

三江镇 林亦辉 三江镇派出所所长

大鳌镇 李文炳 大鳌镇派出所所长

蓬江区 陈永强
蓬江公安分局

副局长

江海区 龙卫海
江海公安分局

副局长

新会区 于津
新会公安分局

副局长

江门市河道警长名录
镇级（片区）河道警长县级河道警长市级河道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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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市(区) 姓名 职务 镇（街、片区） 姓名 职务

江门市河道警长名录
镇级（片区）河道警长县级河道警长市级河道警长

台城街道东门片区 何文胜 东门派出所所长

台城街道南门片区 黄富华 南门派出所所长

台城街道西门片区 许锐洪 西门派出所所长

台城街道北门片区 刘建威 北门派出所所长

台城街道环南片区 李国宏 环南派出所所长

赤溪镇赤溪片区 宋兵 赤溪边防派出所所长

赤溪镇田头片区 曾学军 田头边防派出所所长

端芬镇 陈炎华 端芬镇派出所所长

三合镇 黄浪林 三合镇派出所所长

大江镇 陈少锋 大江镇派出所所长

水步镇 黄弈凯 水步镇派出所所长

四九镇 伍建初 四九镇派出所所长

白沙镇白沙片区 陈观球 白沙派出所所长

白沙镇三八片区 邓昭科 三八派出所所长

冲蒌镇 余嘉龙 冲蒌镇派出所所长

斗山镇 麦革一 斗山镇派出所所长

都斛镇 孙峰 都斛镇派出所所长

广海镇 林孩 广海镇派出所所长

海宴镇海宴片区 陈润祥 海宴派出所所长

海宴镇海侨片区 李朝辉 海侨派出所所长

汶村镇汶村片区 陈金朝 汶村派出所所长

汶村镇横山片区 许林军 横山派出所所长

北陡镇 魏华军 北陡镇派出所所长

深井镇 马小兵 深井镇派出所所长

川岛镇上川岛片区 陈柏松 上川岛派出所所长

川岛镇下川岛片区 潘志忠 下川岛派出所所长

三埠街道潭江片区 潘勤安 潭江派出所所长

三埠街道荻海片区 李文学 荻海派出所所长

三埠街道港口片区 关伟康 港口派出所所长

三埠街道新昌片区 梁子健 新昌派出所所长

长沙街道长沙片区 张东江 长沙派出所所长

长沙街道侨园片区 甄耀荣 侨园派出所所长

长沙街道楼冈片区 张耀进 楼冈派出所所长

月山镇 劳健强 月山镇派出所所长

水口镇 朱健胜 水口镇派出所所长

沙塘镇 敖荣相 沙塘镇派出所所长

苍城镇 吴荣祐 苍城镇派出所所长

龙胜镇 梁焕初 龙胜镇派出所所长

大沙镇 黄毅敏 大沙镇派出所所长

梁健忠
台山市公安局

副局长
台山市

姚亮

江门市
公安局
常务副
局长

开平市 冯伟健
开平市公安局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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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河道警长名录
镇级（片区）河道警长县级河道警长市级河道警长

马冈镇 劳树稳 马冈镇派出所所长

塘口镇 杨耀权 塘口镇派出所所长

赤坎镇 余扶英 赤坎镇派出所所长

百合镇 周星初 百合镇派出所所长

蚬冈镇 许惠华 蚬冈镇派出所教导员

金鸡镇 陈有景 金鸡镇派出所所长

赤水镇 张伟桥 赤水镇派出所所长

沙坪镇中山片区 李常青 中山派出所所长

沙坪镇杰洲片区 李惠权 杰洲派出所所长

沙坪镇新湖片区 方奕耀 新湖派出所教导员

雅瑶镇 何伟雄 雅瑶镇派出所所长

桃源镇 麦建良 桃源镇派出所所长

古劳镇 胡天佑 古劳镇派出所教导员

龙口镇 王云荣 龙口镇派出所所长

鹤城镇 黄志强 鹤城镇派出所所长

共和镇 吕杰文 共和镇派出所所长

址山镇 麦宇斌 址山镇派出所所长

宅梧镇 麦煜林 宅梧镇派出所所长

双合镇 李武军 双合镇派出所教导员

恩城街道 冼尚进 恩平市公安局副局长

沙湖镇 梁卫民 沙湖镇派出所负责人

牛江镇 吴劲游 牛江镇派出所负责人

君堂镇 钟达亮 君堂镇派出所所长

圣堂镇 岑永康 圣堂镇派出所所长

良西镇 张坚庭 良西镇派出所所长

甄杰中 河南派出所所长

陈国永 东成镇派出所所长

大田镇 冯蔼桥 大田镇派出所所长

横陂镇 梁伟齐 横陂镇派出所负责人

大槐镇 谭裕忠 大槐镇派出所所长

那吉镇 钟志亮 那吉镇派出所所长

东成镇

恩平市 谭晓滨

开平市 冯伟健

鹤山市 唐彬
市公安局党委
副书记、政委

姚亮

江门市
公安局
常务副
局长

开平市公安局
副局长

恩平市公安局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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