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注：按姓氏笔画排序，同名的标注身份证尾号区分 

 

丁力 丁刚慧 丁孝华 丁宏成 丁绍峰 丁勇 丁恰 丁晔 

丁敬雷 丁德饶 刁东宇 于广才 于永帅 于红岩 于国宾 于哲 

于海波

（1019） 

于海波

（2417） 
于谦 于聪 凡远柱 山保全 马文见 马建国 

马明明 马杰 马骁 马涛 马翔 马新平 马群 丰为 

仇新宏 凤尔文 孔震 尤小明 尹宏旭 尹纯 尹凯 尹涛 

方飞龙 方太勋 方立刚 方勇杰 牛洪海 牛荣义 王小红 王风光 

王世云 王业峰 王乐新 王召 王永平 王汉林 王玉 王玉玮 

王立晨 王亦宁 王伟 王光 王宇 王宇红 王庆新 王余生 

王兵 王启龙 王均 王应宇 王彤 王志永 王沈亮 王灿 

王良 王言国 王轩 王进锋 
王凯

（0612） 

王凯

（1373） 
王建平 王建成 

王昀帆 王昊昊 王明溪 王明磊 王治国 王炎初 王亮 
王勇

（1011） 

王勇

（8116） 
王威 王战强 王洪浩 王胜凯 王胜明 王贺飞 王钧 

王峰

（0316） 

王峰

（7713） 
王晓忠 王海宁 王海峰 王高磊 王堃 王淑超 

王清波 王清涛 王渊 王善祥 王强 王斌 王辉 王道喜 

王新宝 王献丽 王嘉乐 王潇煜 王碧锋 王德昌 王毅 王瑾 

王磊

（003X） 

王磊

（2013） 

王磊

（4238） 
王赞 邓风平 邓兴彦 邓志洋 邓泽官 

邓祖强 邓超 韦徵 付永生 付明 付峰 付清华 付斌杰 

代小翔 代兵 代戡 代攀 冯宝 冯炜 卢为 卢宇 

卢欣春 卢根胜 卢强 卢耀华 史开礼 叶飞 叶舟 叶周 

叶翔 田华 田炜 田新全 田蘅 白义传 白杨 皮果 

石泽京 石勇 石秋生 石祥建 石磊 闪鑫 任丕德 任祖怡 

任雪山 伍罡 刘一田 刘广灿 刘为群 刘仁琪 刘双 刘天翼 

刘少华 刘水英 刘东超 刘永刚 刘永高 
刘伟

（0312） 

刘伟

（0530） 
刘传武 

刘军 刘刚 刘庆 刘红恩 刘克虎 刘杨 刘肖骢 刘陈 

刘凯 刘国伟 刘国华 刘国毅 刘坤 刘坤 刘奇 刘建峰 



（2518） （7316） 

刘明慧 刘杰 刘果 刘育鑫 刘金锁 刘俊伟 刘保华 刘剑欣 

刘拯 刘洋 刘峰 刘晓军 刘晓铭 刘铁 刘基海 刘寅 

刘彬 刘梦 刘硕 刘强兴 刘锐 刘福锁 刘腾 刘韶峰 

刘磊

（2811） 

刘磊

（4971） 
刘巍 华小兵 华寅飞 向海 吕少影 吕宏水 

吕志伟 吕玮 吕晓俊 吕桂勤 吕航 吕楚白 孙广明 孙云枫 

孙世明 孙东跃 孙立谦 孙冲 孙宝奎 孙建 孙怡 孙祖勇 

孙胜洪 孙健 孙浩 孙祥祥 孙素娟 孙钱钱 孙颂林 孙得贤 

孙斌 孙超 孙镇 安宁 安泰 安靖 庄延杰 庄童 

戎刚 成月良 成海生 朱中华 朱文 朱长银 朱世顺 朱宁辉 

朱守德 朱何荣 朱宏超 朱林 朱金大 朱健伟 朱夏宁 朱能富 

朱康 朱铭炼 朱磊 毕兆东 毕庆刚 江小兵 江平 汤飞 

汤伟 汤炳章 汤健东 汤震宇 牟伟 祁忠 米为民 纪平 

许其品 许宗光 许波 许剑冰 许勇 许家玉 许海峰 许舒翔 

许德强 邢汉 闫少春 闭耀中 阮加林 阮海波 齐越 齐磊 

严小文 严晴 何江 何其伟 何明春 何健 何哲 何慧东 

佘勇 余冬 余有胜 余振 余梅香 余磊 利宁 吴小丹 

吴小志 吴圣芳 吴正义 吴龙 吴亚美 吴兆文 吴庆曦 吴扣林 

吴兵 吴波 
吴俊

（4215） 

吴俊

（6777） 
吴保义 吴洲 吴炳祥 吴峰 

吴海 吴继平 吴通华 吴崇昊 吴淑玮 吴善锋 吴鹏 吴静斌 

吴德胜 宋乐乐 宋永占 宋学超 宋英华 宋春江 宋斌 宋湘萍 

宋鑫 张卫国 张子谦 张小白 张长开 张世帅 张东忱 张东岳 

张代新 张永胜 张玉 
张军

（0518） 

张军

（5255） 

张军

（5673） 
张军华 张华鲁 

张吉 张向军 张帆 张庆伟 张庆武 张延冬 张弛 张佃青 

张孜铭 张志学 张沛 张灵凌 张良 张宜永 张庚生 张建彪 

张建锋 张昆 张明月 张昕 张波 张金龙 张南京 张春平 

张春合 张洪喜 张科乾 张轲 张健 张家森 张晓龙 张晓宇 

张浩 张海滨 张爱男 张高峰 张堃 张绪文 张琦雪 张翔 

张道勇 张道雄 张慎明 张殿君 张瑜 张鹏 张静 张影 

张毅 
张磊

（0031） 

张磊

（0037） 
李力 李凡 李子甲 李广华 李友军 

李天阳 李东辉 李乐乐 李可 李永红 李伟伟 李兴华 李军 

李华 李守用 李延新 李延满 李旭 李臣松 李丽 李兵 



李奔 李建华 李建春 李建鸿 李忠安 李昀 李昊 李明 

李明应 李林 李勃 
李响

（0036） 

李响

（1018） 
李威 李彦 李科 

李钢 李晓东 李晓强 李晓斌 李海冬 李捷 李盛盛 李雪明 

李惠军 李惠宇 李辉 李雷 李鹏 李熙春 李碧君 李德文 

李磊 李震 杜军 
杜刚

（0039） 

杜刚

（0539） 
杜江波 杜红卫 杜国斌 

杨卫东 杨冬梅 杨可军 杨华飞 杨合民 杨兵 杨志宏 杨非 

杨剑 杨眉 杨贵 杨晓旭 杨晓楠 杨海华 杨婧婧 杨敏 

杨维永 杨锴平 杨毅 杨震 汪大全 汪马翔 汪世平 汪传敏 

汪承茂 汪涛 汪爱萍 汪楠楠 沈刚 沈严 沈昌国 沈健 

沈祥 沙庆猛 犹锋 肖文峰 肖杨 肖建锋 肖强 芮钧 

苏义荣 苏发亮 苏战涛 苏标龙 苏家财 苏振华 苏磊 谷丰强 

连建阳 邱成杰 邱劲洪 邱树明 邵亮 邵春 邵震霞 邹文 

邹国春 邹强 陆艮峰 陆进军 陆昌琪 陆玮 陆剑峰 陆春娟 

陆继翔 陆强胜 陆源 陆震军 陆鑫 陈东进 陈永华 陈玉林 

陈玉慧 陈龙 陈光 陈欢 陈建宁 陈建国 陈炜 陈雨 

陈俊 陈春雷 陈贵凤 陈峰 陈效 陈根军 陈泰峰 陈晨 

陈渊 陈朝勤 陈琛 陈超委 陈意 陈雷 陈靖 陈鹏 

单川 单海年 周力 周正权 周华良 周阳 周启文 周谷庆 

周季峰 周建 周忠新 周详 周亮 周奕帆 周晓虎 周桂中 

周捷 
周强

（0053） 

周强

（211X） 
周斌 周琪 周翔 周锁 周楚雄 

周磊 周黎 孟令起 季亚枫 季志坚 季学军 季学纯 季胜鹏 

季斌 尚学伟 岳鹏 庞宇 庞郑宁 房康 林天津 林昌年 

林青 林展华 林晓伟 武康凯 武毅 牧军 罗玉春 罗孝兵 

罗沅德 罗苏南 罗招贵 罗旺 罗明 罗威 罗健 罗浩 

罗艳华 罗辉 罗黎明 苗文华 苗晓林 范力遥 范志刚 郑作伟 

郑昌益 郑经荣 郑亮 郑祖军 郑健兵 郑涛 郑穗生 金岩磊 

金忠德 金倩倩 金振星 金浩 金海奇 金雪 金湘力 金震 

金鑫 侯玉强 侯凯 侯炜 俞弦 俞明磊 俞俊 俞秋阳 

俞葆青 咸光全 姚刚 姚婷婷 姜田贵 姜彬 封益江 施一峰 

施世高 施永健 施志良 施挺 施胜丹 施雄华 柏传军 柏嵩 

查显煜 查鲲鹏 段联群 洪丽强 相咸政 祝德春 笃峻 胡小磊 

胡艺 胡石 胡兆庆 胡国 
胡波

（1311） 

胡波

（6413） 
胡牧 胡绍谦 



胡俊 胡剑锋 胡浔惠 胡健 胡继雄 胡曦琳 贲安然 费洋 

贺洁 赵大方 赵天恩 赵天赋 赵文强 赵刚 赵宇 赵利 

赵京虎 赵建华 赵昆 赵林 赵转社 赵金荣 赵青春 赵奎 

赵显 赵悦菊 赵晓东 赵高峰 赵斌 赵景涛 赵森林 赵翔 

赵翔宇 赵雷 郝飞 郝之兴 郝后堂 郝荣国 钟思维 闻福岳 

项硕 须雷 骆丰 骆健 倪斌 凌强 唐云辉 唐布刚 

唐成虹 唐健 唐浩 唐维 夏兵 夏尚学 夏金亮 夏雨 

夏益青 夏彬 姬生飞 席康庆 徐卫峰 徐丹 徐世华 徐正清 

徐石明 徐龙泽 徐光福 徐宇峰 徐劲松 徐宋成 徐希涛 徐国友 

徐忠富 徐松 徐林华 徐泽强 徐青 徐俊杰 徐柯 徐家慧 

徐峰 徐晓亮 徐晓春 徐泰山 徐浩 徐善军 徐斌 徐超 

徐锋 徐福兵 徐雷 徐韬 晁岳建 晏贵平 柴长清 栾洪洲 

桂美坤 桑贤臣 殷智 涂孟夫 涂金金 班伟 秦科源 秦海军 

耿欣 耿敏彪 袁亚洲 袁伟 袁经顺 袁浩 谈震 郭飞 

郭王勇 郭宁明 郭宝玉 郭建 郭林娜 郭金学 郭俊华 郭勐葳 

郭根状 郭涛 郭晶晶 郭靓 都成刚 钱玉麟 钱奇 钱晓东 

钱锋 陶小虎 陶晓峰 顾文杰 顾东健 顾乔根 顾寅 顾跃华 

高为举 高宇膺 高丽超 高志明 高明慧 高法 高若寒 高健 

高原 高峰 高莹 高楠 高虤 商文博 屠雯凤 崔岗 

崔敏 巢玉坚 常宝立 曹团结 曹建全 曹建华 曹俊 曹荣辉 

曹敬 曹越峰 梁华为 梁奕 梁顺 梁涛 渠毅 盛振明 

盛晓东 章飞 黄天明 黄军高 黄华 黄国方 黄杰 黄前华 

黄洋 黄晓夏 黄晓峰 黄堃 黄梦佼 龚行梁 龚亮亮 傅浩 

傅强 储惠 彭飞 彭为民 彭火生 彭先宽 彭兵 彭启伟 

彭勇 彭晖 惠琪 景波云 曾先锋 曾志雄 游华武 程长春 

程立 程刚 程国清 舒伟森 舒凯 葛艺晓 葛以踊 葛立青 

葛成余 董云龙 董亚伟 董军阳 董凯达 董雪鹏 蒋元晨 蒋应伟 

蒋厚明 蒋渊琦 蒋跃平 谢东亮 谢华 谢宇华 谢红福 谢丽军 

谢丽荣 谢坚波 谢珂 谢恩彦 谢晔源 韩文芝 韩先鹤 韩连山 

韩周 韩建波 韩炜炜 韩勇 韩晓 鲁江 解凯 赖业宁 

路致远 雷雨 雷铭 靳昕 鲍志刚 鲍颜红 廖益蓝 廖鹏 

熊卫东 熊光亚 熊慕文 管良梅 管翔 缪文贵 翟文杰 翟长国 

翟明玉 翟桂宝 翟桂锋 臧峰 蔡丹 蔡月明 蔡杰 蔡晓峰 

裴亮 谭志军 谭勇桂 樊强 樊联 滕井玉 滕贤亮 滕济林 



潘中中 潘书燕 潘仁秋 潘玉春 潘磊 颜云松 黎俊杰 燕翚 

薛利 薛峰 薛海平 霍乾涛 戴光武 戴勇 戴春潮 戴魏 

濮卫兴 鞠达 鞠振福 魏力 魏伟 魏旭东 魏磊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