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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文明委〔2022〕6 号

关于命名2021年鹤山市“星级文明户”的通报

各镇（街）、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为选树典型、学习先进，进一步提升鹤山市乡风文明建

设水平，助力鹤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根据市文明委工作部署，

市文明办组织开展了鹤山市 2021 年“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

经各镇（街）推荐、资格审查、媒体公示等程序，拟确定沙坪

街道易锦健家庭等 120户家庭为鹤山市 2021年“星级文明户”。

希望获评的文明户家庭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我市乡村振

兴和推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各镇

（街）、各有关单位要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宣传文明户先进事迹，

形成学习、追赶先进的氛围，并以先进为榜样，扎实开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全社会公民道德水平，为我市打造中欧

合作样板区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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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鹤山市“星级文明户”名单

鹤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附件

家庭名称

（户主）

1 易锦健 仓边村委会

2 刘润珍 赤坎村委会

3 吴志朋 黄宝坑村委会

4 吴文胜 汇源村委会

5 刘顺平 杰洲村委会

6 崔镜涛 楼冲村委会

7 李燕徽 坡山村委会

8 易宝明 桥氹村委会

9 张笑娟 文边村委会

10 吕东明 小范村委会

11 易志文 莺朗村委会

12 易坚成 玉桥村委会

13 冯锦明 越塘村委会

14 吕永康 镇南村委会

15 冯建文 中东西村委会

16 冯炳洪 雅瑶村委会

17  胡剑飞 上南村委会

18 宋国明 昆东村委会

19 李双勤 南靖村委会

20 陆国全 隔朗村委会

21 李柏湖 陈山村委会

22 区富强 建良村委会

23 梁国联 古桥村委会

24 胡锦棠 古蚕村委会

25 吕渠锐 大岗社区

26 胡立新 石湖社区

27 黄富文 黄洞村委会

28 温伟健 茶山村委会

29 冯胜权 大埠村委会

30 古伟杰 古劳村委会

31 黄德昌 丽水村委会

32 黄广祥 连北村委会

33 温志高 连城村委会

34 李坚强 连南村委会

35 任栢强 麦水村委会

36 黄根荣 上升村委会

37 何海华 双桥村委会

38 任海荣  下六村委会

39 李彬强 新星村委会

村委会

2021年鹤山市“星级文明户”名单

序号 镇（街）

沙坪街道(15户)

雅瑶镇  (12户)

古劳镇 (12户)



家庭名称

（户主）
村委会序号 镇（街）

40 冯其辉 湴蓼村委会

41 易少林 粉洞村委会

42 冯荣全 福迳村委会

43 黄炳江 那白村委会

44 温伟开 青文村委会

45 李英伟 三洞村委会

46 李泽垣 三凤村委会

47 李燕芳 沙云村委会

48 李嫦嫦 四堡村委会

49 李建坤 松岗村委会

50 梁润强 五福村委会

51 源森明 霄南村委会

52 刘兆良 协华村委会

53 李胜强 尧溪村委会

54 李伟洪 中七村委会

55 李锦松 富岗村委会

56 李汝均 甘棠村委会

57 张宝兰 龙都村委会

58 李永强 龙溪村委会

59 李满仪 蟠光村委会

60 何建文 蟠龙村委会

61 王志明 钱塘村委会

62 陈海泉 三富村委会

63 李卫阳 旺龙村委会

64 李建文 中胜村委会

65 李建文 中心村委会

66 温伙生 城西村委会

67 骆彩珍 东坑村委会

68 林小波 东南村委会

69 钟昌谷 禾谷村委会

70 钟社强 禾谷村委会

71 张达霖 鹤城村委会

72 张汉庭 坑尾村委会

73 阮伟忠 南洞村委会

74 刘汉章 南星村委会

75 梁文基  南中村委会

76 钟立强 坪山村委会

77 叶志忠 万和村委会

78 谢粤龙 五星村委会

79 罗玉贤 先锋村委会

80 钟子良 小官田村委会

81 吕伟坚 新联村委会

龙口镇  (15户)

桃源镇  (11户)

鹤城镇  (16户)



家庭名称

（户主）
村委会序号 镇（街）

82 杨沃田 大凹村委会

83 麦美笑 来苏村委会

84 赖国通 里元村委会

85 梁样欢 良庚村委会

86 梁维友 民族村委会

87 李立庭 南坑村委会

88 麦美瑞 泮坑村委会

89 罗润富 平汉村委会

90 吕国庆 铁岗社区

91 张平女 新连村委会

92 麦锡渠 东溪村委会

93 黄书雄 禾南村委会

94 李海兰 昆华村委会

95 李亚娇 昆联村委会

96 林长胜 昆联村委会

97 麦达 昆阳村委会

98 麦玉珍 昆中村委会

99 陈庆让 四九村委会

100 郑群 新莲村委会

101 李齐稳 云东村委会

102 彭志勇 云东村委会

103 陈志威 云新村委会

104 张伟冲 云新村委会

105 陈玉新 云中村委会

106 钟健强 白水带村委会

107 罗健抗 荷村委会

108 张北汉 南靖村委会

109 陈文成 上沙村委会

110 邓迎春 漱云村委会

111 刘正华 双龙村委会

112 梁锦坚 泗云村委会

113 梁活垣 堂马村委会

114 梁坚荣 堂马村委会

115 梁洪胜 下沙村委会

116 吴志宏 选田村委会

117 何伟强 合成村委会

118 李汗仔 双桥都村委会

119 麦德荣 泗合村委会

120 叶鹤宁 先庆村委会

双合镇  （4户）

共和镇  (10户)

址山镇 （14户）

宅梧镇 （11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