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文龙 尹大勇 王旭涛 王涛（10） 卢卫东 龙卫国 刘波 孙学锋 许远峰
丁伟祥 尹中阳 王有纲 王涛（16） 卢世武 龙秋珍 刘泽 孙建运 许涛（18）
丁兆洁 戈祥林 王江 王涛（57） 卢亚华 乔传颉 刘贤顺 孙剑 许涛（63）
丁刚 文丹 王江云 王爱武 卢华勇 乔晖 刘金星 孙顺利 许啟新
丁志刚 文声杰 王江波 王爱卿 卢克强 乔登 刘青 孙晓惠 许辉
丁志强 文登江 王江海 王莹（24） 卢志勇 仲丛利 刘驷达 孙艳清 邢民
丁李粹 方宏光 王亨林 王莹（46） 卢洪波 任长文 刘宣进 孙维才 邢勇
丁建民 方思忠 王利 王维 卢遵荣 任会军 刘峥 孙敬松 邢海宁
丁勇军 方春生 王君红 王强 叩殿强 任传彬 刘战 孙智（16） 闫克启
丁勇祥 方胜利 王君堂 王惠朝 史先刚 任刚 刘显勇 孙智（17） 闫国丰
丁威 毛庄中 王宏 王斌 史如明 任志平 刘洋 孙锐 齐大鹏
丁锐 毛志兵 王希强 王智 史俊林 任炳文 刘洪 孙福春 齐广华
丁雷 毛国强 王志利 王智勇 史勇 任晓伟 刘畋 孙鹏程 齐世周
刁鹏 毛强硕 王志坚 王朝阳 史春海 全星 刘家军 孙震 齐素明
万军 毛磊 王志威 王琦（1X） 叶贞花 关跃建 刘晓清 安文河 齐敏
万庆云 牛云飞 王肖 王琦（45） 叶国新 关瑞士 刘浩 安军 严仍景
万成梅 牛世国 王良学 王登武 叶林 刘子成 刘继锋 安国辉 严开权
万利民 牛学丽 王芳 王辉 叶青 刘广 刘莉 安霞 严生军
万家栋 王一 王连生 王想新 叶浩文 刘中尧 刘顿 巩汉波 严波
于力海 王卫东 王连峰 王新 叶新祥 刘为民 刘康 庄勇 严静
于上游 王大威 王佩禹 王殿永 叶鹏 刘凤祥 刘萍 成育军 严震
于戈 王丰伟 王国君 王彰庆 司小超 刘开华 刘雪姣 成能名 何立娟
于召辉 王丹梅 王国祥 王静 宁惠毅 刘忆 刘斌 曲宏光 何军
于礼义 王为民 王奇 王静宇 左大为 刘文建 刘淼 曲鸣 何香平
于亚臣 王为兵 王学士 王瑾 甘伟鹏 刘艺 刘瑛 曲保成 何敏
于光跃 王少峰 王建华 王磊 甘明生 刘长胜 刘联华 曲清飞 何菁
于学光 王文元 王建臣 王耀东 田三川 刘世昌 刘越岭 曲斌 何鸿勇
于建勇 王文胜 王建利 邓小林 田卫国 刘冬 刘鲁 朱卫东 何瑞华
于金伟 王长新 王忠祥 邓尤东 田川 刘叶锋 刘新庆 朱子君 何穆
于科 王东宇 王明刚 邓正宇 田丰 刘帅 刘新海 朱小青 余流
于荣萍 王卉 王杰（11） 邓吉良 田军 刘平 刘福建 朱忆宁 余涛

于健（716） 王宁 王杰（12） 邓幸福 田华 刘民军 刘路军 朱文汇 余鹏飞
于健（916） 王帅 王杰（3X） 邓明胜 田志华 刘玉亮 刘颖 朱玉琪 余繁显

于通海 王平 王林林 邓德安 田亮 刘玉翔 刘鹏 朱光明 况龙飞
于虤虤 王永义 王林枫 邓曙晖 田威 刘立新 刘德胜 朱安杰 初菁
卫国红 王永平 王欧南 韦笑美 田树臣 刘亚平 刘慧明 朱安静 初黎明
弋理 王永刚 王知刚 丛日臣 田涛 刘创 刘毅 朱庆涛 邵宝奎
马义俊 王永好 王金宽 付玉 田强（13） 刘吉诚 刘薇 朱建辉 吴小春
马小戈 王永建 王金雪 付新 田强（36） 刘同敬 刘巍 朱易举 吴小宾
马东升 王永祥 王亮（35） 付熙嵬 田景伟 刘宇 向卫平 朱雨辰 吴太仲
马四海 王玉林 王亮（59） 仝思宇 申立静 刘宇彤 向善谋 朱奕彤 吴文胜
马玉波 王立 王俊 代铮 申克珩 刘延峰 向翔 朱敏峰 吴东升
马立功 王立文 王显安 代辉宇 申泽强 刘自信 吕小刚 朱辉 吴平春
马合生 王立杰 王洪礼 令狐延 申屠辉宏 刘兵 吕小奇 朱赫宇 吴永
马国荣 王立洲 王洪涛 兰天 白飞 刘利玲 吕丹 朱毅坚 吴刚柱
马剑忠 王亚鹏 王洲亚 冉志伟 白生福 刘宏昌 吕新荣 权会利 吴延宏
马秋果 王伟 王秋山 冉根敏 白扬 刘志飞 回光林 毕红军 吴扬
马荣全 王伟民 王胜 冯大林 白建伟 刘志勇 孙卫东 江岩 吴江红
马晓东 王兴其 王胜民 冯大阔 白建军 刘其泉 孙士东 江建平 吴红涛
马焕然 王军（114） 王钦 冯小林 白咸学 刘国平 孙子磊 江建端 吴克辛
马跃光 王军（19） 王峰 冯世清 白翔 刘国兵 孙双隆 江密林 吴志刚
马道乐 王军（414） 王恩伟 冯仕宏 白蓉 刘国辉 孙文科 江森 吴志旗
马雁宏 王刚（010） 王振海 冯伟波 石平 刘学良 孙占军 汤才坤 吴韧
马福军 王刚（110） 王晓光 冯岭 石光辉 刘宝山 孙玉莲 汤静 吴宜夏
马巍 王华 王晓刚 冯昌中 石庆林 刘宝松 孙立新 牟铭 吴宝菊
亓立刚 王向民 王桂玲 冯明炜 石连君 刘宝新 孙光华 米翔 吴建国
孔凡波 王在青 王浩 冯家奎 石治平 刘建民 孙庆军 许小金 吴建英
孔卫湘 王宇 王海 冯海洋 石雨 刘建波 孙竹林 许文龙 吴念东
孔健 王廷熙 王海军 包正江 艾连江 刘忠华 孙体安 许立山 吴承贵
孔博 王成 王海兵 包俊 边际 刘松涛 孙学红 许红 吴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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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鸣 张志 张智峰 李志奎 李清超 杨清霞 陈双全 陈雷（15） 居艮国
吴垠 张志平 张智超 李志烈 李银燮 杨富春 陈天雪 陈颖 屈昕
吴春军 张志明 张琨 李运涛 李雪平 杨景涛 陈太祥 陈鹏 屈培青
吴胜祥 张志敏 张锁彦 李运章 李强 杨琦 陈文健 陈德有 庞金营
吴爱国 张时全 张嵩 李凯 李斌 杨程荣 陈文燕 陈德峰 招庆洲
吴益 张连材 张瑞 李国强 李景芳 杨鹄 陈日飙 陈澄 易文权
吴艳艳 张卓 张瑞平 李学冰 李淼磊 杨楠 陈代光 陈蕾 易志忠
吴斌 张国立 张锦秋 李学劲 李琦 杨福生 陈冬青 单广袖 林力勋
宋中南 张国榕 张韵博 李宝珠 李谦 杨锡显 陈任华 单彩杰 林开元
宋斗华 张宗军 张颖 李岩 李新平 杨颖 陈伟 单稚刚 林世发
宋芃 张宗硕 张鹏 李建广 李献运 杨增峰 陈刚 周子璐 林向武
宋阳 张岱钧 张薇 李建伟 李福龙（32） 沈肖励 陈华元 周中原 林吓平
宋志强 张建 张镝 李建国 李福龙（50） 沈健 陈华森 周予启 林彬
宋国胜 张建伟 张璐 李建林 李锦明 沈娟 陈存生 周文连 林毅
宋宝传 张忠 张蹊径 李建洋 李睿 沈浩青 陈红团 周文斌 欧竹平
宋修平 张明 李力 李忠卫 李静 沙海 陈伯君 周风华 欧阳志
宋晓龙 张明吉 李万勇 李念国 李慧 肖天翼 陈启旺 周世林 欧阳超
宋旋 张明祥 李义 李明 李毅 肖龙鸽 陈寿阳 周发榜 欧阳霞辉
宋煜 张明铁 李卫华 李明光 李曙东 肖创东 陈志雄 周可璋 武良印
宋疆增 张杰 李卫红 李明华 杜  戈 肖华 陈秀仁 周圣 武渊
岑忠宝 张林柱 李云 李明杰 杜永强 肖克艰 陈苏 周永波 油新华

库热西•艾孜孜 张林森 李云贵 李杰 杜名赞 肖运文 陈赤 周永锋 罗世威
张一 张欣 李凤杰 李林 杜建波 肖俊生 陈迎昌 周汉成 罗加琳
张二伟 张亮杰 李文明 李林鹏 束锁芳 肖树成 陈依平 周光毅 罗众元
张万宾 张俊 李方升 李欣荣 杨卫东 肖洪 陈国辉 周冲 罗努银
张子山 张俊华 李世忠 李波 杨书华 肖斌 陈学然 周宇光 罗劲松
张小杰 张俊杰 李丛笑 李现花 杨双田 芮立平 陈建光 周宇騉 罗宏
张中兴 张剑 李东 李绍海 杨少林 苏云平 陈建设 周西华 罗肖
张为华 张叙尧 李东持 李肃 杨文辉 苏方毅 陈明东 周克军 罗建鹏
张云峰 张度 李东辉 李英军 杨曰胜 苏胜刚 陈果 周利杰 罗绍堂
张云富 张彦庆 李加彬 李虎 杨东生 苏振华 陈绍业 周志轲 罗亮
张友全 张思敏 李宁 李俊 杨东斌 苏晓丹 陈金权 周金星 罗海川
张文 张祖强 李未 李俊杰 杨正军 谷山 陈亮 周剑虹 罗海君
张丙吉 张胜圣 李本勇 李剑 杨龙 谷运宝 陈俊杰 周勇（10） 罗顿
张东升 张贵清 李民 李勇 杨会伟 轩诗杰 陈保勋 周勇（30） 罗彬
张代齐 张宽 李永明 李挺 杨军喜 辛凤杰 陈勇（13） 周勇（39） 罗智强
张平 张峰（10） 李玉新 李春 杨冰 远凯 陈勇（34） 周春霖 苑玉平
张永成 张峰（58） 李立 李栋 杨华斌 连旦宁 陈勇（54） 周虹波 苗冬梅
张永黔 张恩泽 李任戈 李树成 杨成 连宝玉 陈思玲 周晓骋 苗善忠
张汉 张恩祥 李光庆 李树江 杨红亮 邱小勇 陈洪轩 周海湧 苟鑫
张生魁 张晓宇 李军 李洁 杨丽 邱盾 陈珍敏 周涛 范训益
张石磊 张晓剑 李冰 李胜 杨宏选 邱晓建 陈胜文 周爱明 范晓林
张龙英 张晓富 李刚 李贺 杨彤 邵先国 陈钢 周敏 范鹏举
张亚飞 张晓葵 李华 李钟顺 杨京原 邵国利 陈晓峰 周清伟 郁文跃
张亚东 张浩 李吉勤 李健 杨国 邵举洋 陈晓锋 周清华 郑立宁
张仲华 张海军 李守义 李恩争 杨忠（10） 邵继江 陈浩 周清虎 郑亚文
张军 张海鹏 李师同 李振喜 杨忠（30） 邵罡 陈烈 周湘 郑庆军
张军国 张涛（11） 李成强 李晓广 杨昌德 邹鸿飞 陈继东 周猋 郑国庆
张华其 张涛（17） 李百安 李晓华 杨杰 邹超 陈莹 周鼎 郑建兴
张向东 张涛（19） 李红卫 李晓谦 杨林 陆建新 陈彬 周鹏华 郑承红
张多见 张爱民 李红学 李晔 杨述文 陆强 陈渐 周静 郑承蛟

张宇（11） 张素英 李自忠 李桂江 杨庭友 陆键荣 陈维清 周璟 郑勇
张宇（16） 张莹蕾 李达明 李桐生 杨春森 陈凡凡 陈跃 周邈 郑涛

张宇翔 张绪海 李邦红 李海 杨柳 陈卫国 陈敬煊 国建科 郑骥
张宇锋 张翌 李邦奎 李海垣 杨洪禄 陈大麟 陈渝萍 国英 郑灏
张庆魁 张跃平 李丽娜 李海鹏 杨顺林 陈广玉 陈然 孟庆福 金天
张作合 张善友 李兵 李祥芝 杨峰 陈中 陈锐军 孟祥光 金戈
张宏 张斌 李兵生 李继明 杨晓辉 陈为强 陈新 孟培林 金江平
张应文 张景龙 李应文 李骏骅 杨海松 陈仁新 陈瑞勇 宗小平 金宗朝
张忍涵 张晶波 李志勇 李敏 杨莉莉 陈元军 陈雷（13） 尚海清 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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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水滢 赵伯足 徐荣福 郭笑 常云 彭世红 蒋立红 熊涛 霍洪勋
侯玉杰 赵志海 徐重良 郭常胜 常伟才 彭玉敏 蒋华雄 熊辉 戴小松
侯顺平 赵佩华 徐峰 郭渊 常戎一 彭亚 蒋成龙 端木颖新 戴立先
侯博 赵凯 徐爱杰 郭绪文 常陆军 彭西林 蒋国樑 缪军 戴运华
俞志凯 赵岩 徐爱勤 郭逸 康旺儒 彭明祥 蒋奕 缪玲勇 戴岭
姚子辉 赵绍然 徐斯伟 郭斌 康景文 彭林贤 蒋荣波 翟晔 鞠玮琦
姚纪国 赵虎军 徐新 郭景阳 戚昌云 彭栋军 蒋晓红 翟雷 魏乐荣
姚晓东 赵亮 徐巍巍 郭慧星 曹文杨 彭浩 蒋晓洲 翟鹏宇 魏立志
姜会浩 赵政 晏平宇 郭磊 曹立林 彭鸿志 谢飞 臧传田 魏安运
姜华 赵树强 栗娜 郭鑫 曹光 彭斌 谢文锡 蔡文平 魏庆国
姜守柏 赵海云 校荣春 都兴民 曹庆和 彭新功 谢圣美 蔡玉龙 魏纬
姜呈家 赵海兵 栾学力 钱元 曹晖 惠乐怡 谢建辉 蔡甫 魏清华
姜凯 赵继红 桂益民 钱少华 曹银堂 揭臣兵 谢松 蔡宝卷 魏焱
姜绍杰 赵维勇 殷大伟 钱方 梁丁松 斯仁东 谢清 蔡建洲 魏嘉
姜艳 赵喜顺 殷进勇 钱良忠 梁怀伟 普学伟 谢新宇 蔡敏 魏德胜
姜瑞枫 赵翔 殷挚 钱明 梁建军 景致 谢路阳 蔡锐
娄宇赛 赵联欣 殷继俊 钱锋 梁荣强 曾宇红 谢韬 裴正强
宫志群 赵鉴 涂科春 陶全兴 梁贵才 曾红华 韩文东 裴宏森
施宏 赵鹏飞 秦玉秀 陶盛发 梁健 曾运平 韩占强 谭立新
施洪刚 郜烈阳 秦吉东 陶锋 梁涛 曾坤建 韩兴争 谭孝足
施展华 郝建成 秦红军 顾宁义 梁培杰 曾明 韩宝君 谭国富
施清 钟义 秦祖献 顾吉海 梁富贵 曾宪著 韩建聪 谭明
柳力 钟先赟 秦峰 顾笑白 梅运柱 曾昭德 韩杰 谭玲
段东山 钟荣发 秦培红 顾新民 梅建国 曾贵阳 韩俊杰 谭茶
段成武 项兴元 秦崇瑞 顾磊 盛祥荣 曾烨华 韩春珉 阚洪波
段宝平 骆发江 聂亚民 高小强 章伟东 曾强 韩春麟 樊小江
段辉乐 倪金华 聂海波 高永华 章宗彬 曾璞 韩昭华 樊飞军
洪贞斌 倪蓓蕾 聂毅 高伟轩 章维成 温军 韩德军 樊则森
洪建平 凌长连 莫宇宏 高军 笪可 温明 鲁万卿 樊向红
相咸高 凌彤 袁小东 高成英 阎晓鹏 游训明 鲁小兵 樊涛生
胡书仟 唐立新 袁文清 高克送 阎福斌 焦安亮 鲁延文 樊蔚
胡立志 唐劲松 袁以农 高弟 隋世英 焦莹 鲁幸民 潘兴
胡立新 唐沛 袁宁 高明兴 黄文生 程大庆 鲁承虎 潘阳
胡作家 唐建华 袁立刚 高昕 黄文龙 程文彬 鲁检毅 潘学斌
胡金国 唐金国 袁伟平 高波 黄东文 程生平 楼跃清 潘承仕
胡健 唐浩 袁丽红 高勇刚 黄刚（18） 程先勇 满孝新 潘泽球
胡卿纪 唐海峰 袁雪云 高标准 黄刚（57） 程军 蒲北辰 潘树杰
胡家凤 唐跃东 袁雪峰 高峰 黄华松 程同普 蒲钢青 潘爱龙
胡晓宁 唐德文 袁燕 高振洲 黄守忠 程建军 虞培忠 潘益华
胡格文 夏志华 贾小妹 高海斌 黄庆兵 程绍祥 詹江松 颜永
胡斌 夏林印 贾先国 高笑霜 黄延铮 程贵堂 鄢良军 颜光辉
胡勤 夏炜 贾冰 高朝君 黄江 程晓辉 雷传勇 颜承锋
胡慧武 夏强 贾宗团 高瑞麟 黄克起 程海波 雷军 黎平
荆伟 徐丰 贾瑞华 高路明 黄克斯 程惠敏 雷越姝 黎志向
荣杰 徐文冬 贾鹏 高鹏 黄河清 程景栋 鲍国庆 燕雷鸣
荣维岭 徐发祥 郭传贤 高奭 黄泽林 程瑞强 鲍宗平 穆雅斌
贺元发 徐玉发 郭光辉 高震极 黄练红 程璟超 廖东红 薛飞
贺海飞 徐立新 郭军平 高璞 黄珈庚 粟元甲 廖冠群 薛文明
贺婷 徐伟涛 郭成林 高鑫 黄祖毅 粟向民 廖钢林 薛刚
赵小琦 徐刚 郭有珊 寇华男 黄恩泽 葛志雄 廖海 薛阳
赵广建 徐芊芊 郭志华 尉家鑫 黄钰锋 董文祥 廖继文 薛克庆
赵中宇 徐运丽 郭建军 崔广庆 黄晨光 董亚兴 廖新华 薛国州
赵元超 徐侃 郭青松 崔帅 黄超 董伟 廖鲜明 薛明
赵文海 徐坤 郭勇 崔岩 黄毅翔 董来军 熊东辉 薛育栋
赵圣武 徐宗武 郭洪涛 崔武学 龚一龙 董佳音 熊兵 薛原
赵光辉 徐建林 郭峰 崔虎成 龚卫彪 董金勇 熊志明 薛峰
赵军 徐昌波 郭晓旸 崔娜 龚静漪 董潘孝 熊林 薛深
赵刚 徐明 郭海山 崔彦波 储小彬 蒋仁红 熊思敏 薛蕊
赵庆学 徐鸣 郭海舟 崔景山 嵇珂 蒋必祥 熊炳富 薛灏
赵成中 徐栋 郭爱东 巢刚 彭小毛 蒋礼 熊骁辉 衡秉方

中国建筑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