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市、镇 区、村委会（村） 姓名 金额（元）

1 恩城 茶坑茶盘朗村 吴卫国 310000

2 沙湖 上凯岗村 吴小菊 300000

3 大田 中杉村 吴美华 80000

4 72225.85

5 君堂 西元村 吴永景 50000

6 君堂 堡城村 吴钜浓 50000

7 沙湖 下凯勒位村 吴金池 50000

8 大田 石山麻行村 吴永贤 50000

9 横陂 围边村委会新安村 吴锦龙 50000

10 君堂 西园村 吴伟庭 50000

11 君堂 平安村 吴治平 30000

12 大田 石山麻行村 吴永俊 22888

13 恩城 吴国占 20000

14 牛江 鹏昌村 吴兆铨 20000

15 大田 中杉村 吴东发 20000

16 良西 福堂村 吴茂猷、吴素洁 20000

17 君堂 南兴村 吴英民 11800

18 沙湖 高元唐劳村 吴于稳 11000

19 恩城 茶坑茶盘朗村（二队、三队） 全体村民 11000

20 沙湖 乌石蓢村 吴树人 10000

21 沙湖 龙岗村 吴达初 10000

22 恩城 茶坑茶盘朗村 吴日均 10000

23 沙湖 高园村 吴宏杰 10000

24 牛江 岭南永乐村 吴绍吟、吴海波 10000

25 横陂 塘表村 吴少威 10000

26 沙湖 上凯村 吴灼钦 10000

27 10000

28 恩城 北合村 吴文印 10000

29 沙湖 高园村 吴毅骋 10000

30 吴虹云 10000

31 顺德 广东荣高陶瓷有限公司 吴锦强 10000

32 沙湖 下凯北庆村 吴竟森 10000

33 大田 民围村 吴景良 10000

34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泽洪 10000

35 大田 朗西公朗村 吴双添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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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沙湖 乌石村（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顾
问）

吴玫瑰 6822

37 沙湖 水楼塘下村 吴添生 6666

38 洪滘 吴宝留 6000

39 大田 石山考试角村 吴梅娟 5000

40 郑氏宗亲联谊会 5000

41 恩平市紫罗兰装饰广告 吴伟光 5000

42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吴中活 5000

43 电声协会 吴永锋 5000

44 大田 朗西公朗村 吴永能 5000

45 牛江 长岗村 吴九仔 3000

46 吴荣裕 3000

47 沙湖 高园 怀义祖 3000

48 恩城 茶坑黄坭湾村 全体村民 3000

49 横陂 湾海雷海村 吴永泮 3000

50 东成 顺槎白麻地村 吴伟红 3000

51 恩城 新塘里村 吴辉同 3000

52 吴志庭 3000

53 恩城 沙联沙地朗村 吴茂浓 3000

54 恩城 茶坑牛皮仔村（吴福坚代表） 全体村民 3000

55 横陂 元山村 吴惠勤 3000

56 恩城 中南长洲里 吴运作 3000

57 电声协会 吴润景 2000

58 沙湖 乌石鱼象村 吴永练 2000

59 君堂 西园村 吴权有 2000

60 牛江 领平村 全体村民 2000

61 吴劲峰 2000

62 沙湖 乌石村 吴伟宁 2000

63 大田 枧头岗村 吴国河 2000

64 横陂 湾海凤凰村 吴远宁 2000

65 恩城 新塘里村 吴健都 2000

66 牛江 永乐村 全体村民 2000

67 恩城 新塘里村 吴锡光 2000

68 牛江 领南西盛村 全体村民 2000

69 沙湖 乌石蓢村 全体村民 2000

70 沙湖 上凯村 吴平治 2000

71 吴荣相 2000

72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仕沧 2000

电声协会万里辉电缆

市政府

电声协会锐辉电子

电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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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大田 白石平乐村 吴锦彪 2000

74 大田 白石三桥村 吴健青 1600

75 恩城 禄平平冈村 吴均荣 1188

76 大田 岗头村 吴玉玲 1000

77 恩城 塘劳下塘劳村 吴创朝 1000

78 良西 松柏根黑泥村 吴新国 1000

79 牛江 龙湾村 吴翠媚 1000

80 牛江 龙湾村 吴超杰 1000

81 大田 北合中杉村 吴惠珍 1000

82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全体村民 1000

83 大田 华南郁龙村 吴创业 1000

84 沙湖 乌石村 吴锦湖 1000

85 恩城 吴伟文 1000

86 沙湖 乌石村 吴炎松 1000

87 恩城 吴美娟 1000

88 大田 朗底红梨头村 吴锡河 1000

89 沙湖 水楼塘边村 吴伯益 1000

90 沙湖 横陂村 吴述庆 1000

91 大田 东南长岭村 吴醒师 1000

92 大槐 锦新锦岭村 吴洪光 1000

93 沙湖 水楼村 吴长进 1000

94 东成 祝荷新荷塘村 吴宗亮 1000

95 大田 石山考试角村 吴海恩 1000

96 恩城 西安新安村 吴礼华 1000

97 牛江 岭南西盛村
吴惠明  吴惠参

吴惠源
1000

98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柱明 1000

99 恩城 新塘里村 吴有常 1000

100 恩城 西安永安村（吴凯欣代表） 全体村民 1000

101 君堂 南兴里 吴伟超 1000

102 恩城 茶坑茶盘朗村 吴国浩 1000

103 良西 潭流村 吴新源 1000

104 电声协会 吴金伦 1000

105 沙湖 龙岗村 吴远培 1000

106 沙湖 下凯村 吴美仪 1000

107 洪滘 湾海潭围村 吴万庭 1000

108 君堂 堡城回龙村 吴坚荣 1000



序号 市、镇 区、村委会（村） 姓名 金额（元）

109 沙湖 上凯村 吴彤奎 1000

110 横陂 围边新安村 吴仲朝 1000

111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吴锡云 1000

112 君堂 平安村(香港) 吴群爱 1000

113 君堂 平安村(香港) 吴剑钰 1000

114 君堂 平安村(香港) 吴伟锵 1000

115 良西 月水村(香港) 吴均平 1000

116 沙湖 乌石村 吴君炜 1000

117 恩城 禄冈村 吴国良 1000

118 恩城 青云居委会 吴达照 600

119 横陂 横东圹表村 吴干荣 600

120 恩城 沙联瓦窑塘村 吴确X 600

121 江门市 东华一路3号 吴柱擎 600

122 沙湖 塘下村 吴国宁 600

123 良西 黑泥村 吴郁华 600

124 恩城 茶盘朗村 吴群娣 500

125 沙湖 乌石黄毛岭村 吴金光 500

126 沙湖 下凯村 吴儒景 500

127 牛江 龙湾燕村 吴崇波 500

128 牛江 鹏昌平岭村 吴健文 500

129 沙湖 乌石鱼象村 吴柱毛 500

130 牛江 龙湾村 吴旭光 500

131 恩城 沙联禾迳新厂村 吴滚华 500

132 大田 朗西田厂村 吴树华 500

133 大田 朗底红梨头村 吴世权 500

134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吴裕欢 500

135 牛江 长岗村 吴更思 500

136 牛江 长岗村 吴煜豪 500

137 牛江 长岗村 吴更明 500

138 君堂 杨屋羊栏村 全体村民 500

139 沙湖 水楼大院村 吴荣财 500

140 沙湖 下凯村 吴福宁 500

141 牛江 岭南山塘村 吴超鹏 500

142 朗底 朗北洞心村
吴伟才  吴福南
吴福强  吴福新

500

143 横陂 湾海潭围村 吴仲聘 500

144 朗底 朗北洞心村 全体村民 500



序号 市、镇 区、村委会（村） 姓名 金额（元）

145 沙湖 乌石蓢村 吴进强 500

146 恩城 新楼新厂村 吴帮业 500

147 牛江 龙湾村 吴明瑞 500

148 沙湖 横陂松山村 吴锦添 500

149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辉行 500

150 恩城 江南联合村 吴奕宏 500

151 恩城 禄冈村 吴国平 500

152 沙湖 伍边松木巷村 吴广平 400

153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佩辉 400

154 牛江 牛江台山饭店 吴金玲 380

155 沙湖 横陂村 吴杏尧 313

156 牛江 领南回龙村 全体村民 300

157 沙湖 下凯村 吴雪儿 300

158 恩城 平石塘劳村 吴清花 300

159 牛江 龙湾村 吴力平 300

160 沙湖 鱼象村 吴权益 300

161 沙湖 乌石蓢村 吴树国 300

162 沙湖 乌石村 吴炳文 300

163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爱栈 300

164 沙湖 塘芳村 吴德九 300

165 大田 北合中杉村 吴均华 300

166 恩城 塘劳下塘劳村 吴锡文 300

167 大田 北合中杉村 吴国恩 300

168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吴超源 300

169 恩城 塘劳下塘劳村 吴东华 300

170 大田 朗底朗北洞芯村 吴秀娟 300

171 牛江 龙湾村 吴松悦 300

172 恩城 沙联龙湾村 吴荣欣 300

173 大田 石山村 吴双贤 300

174 大田 石山深水岗村 吴艺华 300

175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吴玩扩 300

176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吴杰锋 300

177 君堂 堡城南兴村 吴颇昂 300

178 沙湖 成平六古头村 吴达明 吴振裕 300

179 恩城 新楼新厂村 吴永超 300

180 恩城 塘劳上塘劳村 吴庆业 300

181 沙湖 乌石蓢村 吴宏业 300



序号 市、镇 区、村委会（村） 姓名 金额（元）

182 300

183 沙湖 乌石蓢村 吴伟进 300

184 君堂 石潭水安村 吴茂赞 300

185 大田 黄良朗村 吴立军 300

186 沙湖 横陂马山村 吴荣确 300

187 大田 黄朗村 吴植凡 300

188 沙湖 高园莲芳村 吴长畴 300

189 沙湖 乌石村 吴杰扬 300

190 君堂 西园村 吴永平 300

191 恩城 新楼新厂村 吴平生 200

192 良西 新松里村 吴杰能 200

193 良西 龙山月水村 吴熊罴 200

194 恩城 石栏朝阳村 吴光志 200

195 恩城 平石上塘村 吴云超 200

196 大田 湖边村 吴已寅 200

197 恩城 茶坑黄泥湾村 吴新喜 200

198 良西 林塘村 吴求新 200

199 沙湖 横陂村 吴兰玉 200

200 沙湖 乌石村 吴景华 200

201 牛江 龙乐村 吴有武 200

202 沙湖 横陂村 吴积裕 200

203 沙湖 横陂村 吴志广 200

204 沙湖 塘劳上塘劳村 吴来弟 200

205 恩城 龙湾长乐村 吴赐繁 200

206 牛江 桥刊总编 吴栋活 200

207 沙湖 牛龙角村 吴炜良 200

208 良西 牛龙角村 吴家富 200

209 良西 石山村 吴景贤 200

210 大田 吴三贵 200

211 中山 伍边村 吴梅娟 200

212 沙湖 白石耕乐村 吴丽平 200

213 大田 塘下村 吴敏青 200

214 沙湖 堡城回龙村 吴添浓 200

215 君堂 堡城龙江村 吴锡槐 200

216 沙湖 乌石萌村 吴文辉 200

217 沙湖 乌石村 吴子明 200

218 恩城 平石上塘劳村 吴艺强 200

岑氏宗亲联谊会花篮费



序号 市、镇 区、村委会（村） 姓名 金额（元）

219 沙湖 塘下村 吴金浓 200

220 良西 松柏根黑泥村 吴俊如 200

221 沙湖 乌石村 吴达强 200

222 沙湖 横陂村 吴锡解 200

223 恩城 平石上塘劳村 吴就强 200

224 君堂 堡城西村 吴杰庭 200

225 恩城 西安新安里村 吴云龙 200

226 大田 华南郁龙村 吴国贞 200

227 牛江 龙湾长乐村 吴佩香 200

228 大田 石山村 吴长培 200

229 沙湖 鱼象村 吴思强 200

230 牛江 龙湾村 吴凤笑 200

231 沙湖 横陂村 吴桂林 200

232 沙湖 横坡村 吴国惠 200

233 沙湖 横陂村 吴杏荣 200

234 恩城 平石上塘劳村 吴子弟 200

235 恩城 平石上塘劳村 吴锐锋 200

236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汝槐 200

237 沙湖 上凯三东村 吴森炎 200

238 沙湖 高园鹏岗村 吴健培 200

239 恩城 小岛恩中路 吴健忠 200

240 恩城 南联崩塘村 吴年贵 200

241 沙湖 成平六古头村 吴文峰 200

242 沙湖 成平六古头村 吴林峰 200

243 大田 石山麻行村 吴顺平 200

244 君堂 南安里村 吴少英 200

245 君堂 西园嵩鱼塘村 吴彩娟 200

246 沙湖 横陂村 吴俊技 200

247 大槐 锦岭村 吴锡军 200

248 君堂 杨屋羊栏村 吴桂权 200

249 沙湖 东岸永安村 吴焕祥 200

250 君堂 杨屋羊栏村 吴云彪 200

251 恩城 南联平岗村 吴松裕 200

252 沙湖 乌石沙湖小队 吴树贞 200

253 良西 那湾傲和村 吴章健 200

254 大田 上南枧头村 吴新彩 200

255 横陂 塘表村 吴治政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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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沙湖 鹏岗村 吴荣超 200

257 沙湖 乌石村 吴礼娥 200

258 沙湖 上凯岗村 吴树如 200

259 洪滘 大亨二村 吴杰途 200

260 恩城 青云东门口村 吴国民 200

261 良西 松柏根新松里村 吴亦成 200

262 大田 北合中杉村 吴坚华 200

263 大田 松柏根村 吴章良 200

264 良西 福坪福塘村 吴银枝 200

265 良西 福坪潭流村 吴松远 200

266 良西 横陂平昌村 吴瑞进 200

267 沙湖 高园村 吴锡稂 200

268 圣堂 水松塘村 吴凤英 200

269 平石 黄泥湾 吴兰笑 200

270 沙湖 下凯村 吴悦华 200

271 沙湖 下凯村 吴健明 200

272 良西 松柏根 吴茂莲 200

273 恩城 西坑村 吴顺迎 200

274 恩城 平冈村 吴庭贵 200

275 恩城 平冈村 吴剑云 200

276 沙湖 高园村 吴明富 100

277 沙湖 高园村 吴欣杰 100

278 牛江 上凯三东村 吴凤玉 100

279 沙湖 上凯三东村 吴焕卓 100

280 沙湖 高园村 吴润逢 100

281 沙湖 高园村 吴杰锋 100

282 沙湖 高园村 吴泳涛 100

283 沙湖 高园村 吴伟杰 100

284 沙湖 高园村 吴洪满 100

285 沙湖 高园村 吴雄辉 100

286 沙湖 上凯三丰村 吴锡常 100

287 沙湖 乌石村 吴春燕 100

288 君堂 杨屋羊栏村 吴超纯 100

289 恩城 茶坑茶盘朗村 吴玩由 100

290 大田 白石三桥村 吴运喜 100

291 恩城 南安村 吴金龙 100

292 沙湖 乌石萌村 吴佩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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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大田 围民村 吴慧娥 100

294 恩城 塘劳下塘劳村 吴栋权 100

295 大田 华南民围村 吴亦和 100

296 良西 龙山月水村 吴林生 100

297 牛江 龙湾长乐村 吴顺晃 100

298 牛江 龙湾长乐村 吴家明 100

299 沙湖 下凯村 吴伟斌 100

300 大田 石山围岗村 吴顺明 100

301 大田 华南郁龙村 吴准儒 100

302 大田 石山水寨村 吴悦想 100

303 大田 北合居安村 吴健林 100

304 良西 福平潭流村 吴辉腾 100

305 大田 北合中杉村 吴练栋 100

306 牛江 西盛里 吴武玲 100

307 恩城 禄冈村 吴竞平 100

308 沙湖 高园村 吴沛裕小朋友 10

1602880.85

（以上宗亲捐款如有错漏，请宗亲及时致电0750-7739999改正。）

恩平市吴氏宗亲联谊会

恩平市伯仲爱心互助协会

2018年7月20日

截止到2018年1月 ，认捐而未到帐捐款额为:67000元

到帐捐款总额



2017/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