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予初始注册人员名单 

（2022 年第二批） 

1.北京市（37 人）       

周云 冯振民 龙云涛 郭志勇 王章永 黄金鑫 

王飞 肖青怀 曹晓玥 郑文刚 郎金强 宋超 

都业军 沈鑫 张伟 赵龙凤 冯华俊 李玫 

巫振富 杨成斌 邱先锋 王露 吴长悦 陈建军 

刘清丽 杨国柱 弋满仓 李瑞芳 陈姗姗 林敦灵 

许青云 雷鑫 刘敏 张乐佳 谢恺 曹嘉 

王朔      

2.天津市（21 人）    

周洪月 谢文涛 陈楚 刘朝松 赵梦杰 鲁冬冬 

赵兴刚 程运全 刘文龙 李洪墩 张彦昌 郭雷 

夏卫新 徐新学 唐琨 窦华成 张世康 陆伟 

倪文礼 王崇明 杨鲲    

3.河北省（21 人）   
    

赵占恒 郑天洋 杨壮 赵永强 陈雄 王怀广 

许卓 胡连柏 张金江 焦吉文 翟鲲鹏 梁世文 

冯仕超 陈傲天 金德喜 李汉光 赵国军 赵彦荣 

崔万里 韩涛 魏宗海    

4.山西省（11 人）    



房新明 李文山 刘伟伟 杨煜杰 杜刚 翟耀红 

宋艳方 次建军 白艳文 徐振峰 杨冲  

5.内蒙古自治区（9 人）    

李旭艳 刘江龙 毛克 张兵 谭荣杰 史金占 

王新宇 刘磊 王志明    

6.辽宁省（19 人）    

李杨 姜殿松 魏来 张文馨 付可嘉 黄旭东 

李智 刘志朋 刘亚飞 王海平 赵国强 陈凯文 

徐祖生 魏巍 王振禄 马万智 束宁梅 文敏 

张荷花      

7.吉林省（3人）    

刘晓辉 毕强 刘晓龙    

8.黑龙江省（1人）    

王宝山      

9.上海市（20 人）    

于丹 葛鹏飞 张帅 李彦军 刘苏航 王加才 

余前勇 孙翠军 王守芬 卫建东 马超 王鸣霄 

樊永杰 赵林伟 卢其栋 马志中 罗发明 苗凯 

欧阳杰 赵瑞霞     

10.江苏省（70人）    

高业何敏 鞠建荣 杨柳 朱钦卿 雷雨 段志彬 

周广泉 冯秀丽 吴禹 王运动 王庆 邹学海 



张永超 罗克勇 申艳兵 赵金露 徐德伟 姚锦洋 

马重威 钱津津 王威 蔡永坚 鲍秀武 裘信钧 

钟大勇 冯耀 王敏 张琪 王刚 单军 

周剑 徐二丽 陈鹏 陈再春 赵建才 杨科 

唐超 张斌 曹兆峰 孙荣发 马万泉 钱伟 

徐泽友 张国庆 黄浩 陈曙伟 匡伟君 王丞 

朱程健 边华乔 缪爱兰 顾浩波 韩文泉 曹峰 

高大龙 朱士林 缪小元 高苏新 田金国 汪闩林 

沈学标 舒强 俞德 程震 李继领 翟天源 

周德飞 陆振兵 于广海 顾庆华   

11.浙江省（52人）    

史文明 朱小勇 周雪峰 万术海 李兆丰 凌晓霞 

季娜 钟国强 曹丽萍 陈其煌 沈远 邹鹏 

王沛 黄凯 肖华 张国合 董军兆 王宝水 

徐俊伟 王晨曦 张俊 李旭冬 刘明义 俞祥清 

蔡利波 杜广志 杜国政 徐双雪 郭永权 黎细波 

徐超 许方修 吴敦 张晓华 孙士通 林飞 

王贤东 方佳琳 毕继鑫 步东亮 储杨滨 房超 

陈振华 郭芬芬 陈洪建 田景旭 郑加富 沈海平 

岗红玲 罗磊 杨良友 赵杏英   

12.安徽省（39人）    

胡生送 杜辉 张良平 王新培 李延山 鲁传灿 



雷为民 李长辉 朱志春 戴文玉 原科 刘会武 

孙丽 马春秋 张帆 江琼 倪巍 马大江 

杨祉宇 周康 丁涧峰 郝祥侠 曲丽佳 王朝阳 

王迎春 张伟 方国锋 李海硕 刘方方 刘威 

谭昊 叶兰正 肖利 余周佑 付先国 刘家祥 

章华 王常磊 马祥    

13.福建省（15人） 
      

徐祖飞 赵一攀 李全 杨志胜 薛常瑞 石小龙 

荣五妹 谢忠云 李凌斌 李海东 张绍震 赵士武 

王爱玲 林志 张铭政    

14.江西省（12人）   
    

易勇 郭峰 易志朝 刘文忠 冯金生 王鸣华 

王萍 严胜华 钟维 于贵军 胡杏花 周锋 

15.山东省（93人）    

廖维谷 崔信国 杨阳 孙德玺 邢平 李勇 

刘刚 纪桂欣 祖光岩 田鑫 宫宁 高飞 

李栋辉 郝广明 胡翔志 彭威 苏继超 刘欣铭 

王雷 张晓东 谭晓荣 高成勇 贾思水 韩刚 

邵晴晴 王运凯 刘济南 王昌永 杜善良 张悦丽 

臧绍帅 张立涛 谢建春 张洪栋 葛江涛 刘克友 

陈彦芳 李旭志 马立婷 孙其恒 张兵 岳京川 

王唯恒 张平 韩跃英 王二辉 张仁杰 景龙 



梅帅帅 相虎 李漫 刘雁兵 孙栋 杜伟浩 

满苗苗 肖晓东 张伟 李钢 王晓燕 李振江 

刘广凯 胥伟 丁帅 曾鑫 许国酩 张晨曦 

董方山 杨东健 张卫 闫正龙 云飞 叶长斌 

李玉兵 颜敏 李春光 刘升阳 毛小平 尹相宝 

党海强 刘道荣 宁晓威 田洪祯 李辰风 陈连城 

高彦丽 顾中亮 江峻毅 董庆升 石虎彪 白伟明 

丁鹏辉 乔相飞 王恒    

16.河南省（11人）    

胡著翱 李春轩 徐晓涛 王海明 段康容 张洪涛 

常正科 宁卫远 姜永涛 康火锋 黄锐  

17.湖北省（85人）   
    

张婷婷 徐文林 周剑 周人秀 赵涛涛 邹科 

吴健 庞正辉 汪福来 姚春才 井研 彭小青 

张小虎 李名哲 邓明柏 秦洋 何秀国 张晓萌 

王德广 向洲 陈凯强 赵荣 徐兴东 张坤锋 

肖家军 张炎东 刘力 余小光 任越 白勇 

倪萍 宋攀 任少峰 涂阳耀 马啸 黄雅俊 

刘国亮 成兵 胡军虎 孙雷 李智 陈清洋 

张志贵 吴旭 张文欢 王杏伟 蒋升 彭术霞 

胡宗有 何虎 吴小霞 董锦辉 陈军军 黄涛 

高铭悦 史耀民 李锐 吴涛 熊凡 李强 



陈程 雷益民 田运动 万孝元 陈紫兰 蒋军荣 

刘祥发 范建峰 宋宏武 花敦鸿 宋健 徐军 

刘骁 黄飞彪 刘金标 朱惠明 陈宏斌 王俊林 

曹健 陈守和 刘修国 吕文 彭兆宏 王佑力 

杨恒      

18.湖南省（38人）    

陈丽琼 吴志文 康朝虎 丁元兰 范志龙 吴专书 

后剑秋 杨学彬 杜芳来 徐杰 刘肇仁 杨哲 

寇媛 陈涛 李志伟 刘克华 彭云 高营飞 

吴国荣 胡尊礼 卞真权 王立斌 欧为林 陈本富 

李律 苏志华 魏文阳 陈翔 李其林 周高攀 

易博伟 刘桂潮 傅文彬 廖志生 詹艳春 黄泽健 

康红星 赵宝贵     

19.广东省（98人）    

陈友良 张秀英 陈鹏 冯莞舒 李宛仪 林腾辉 

黄高锋 王鹏飞 李夏至 占尹秀 郑瀚 梁振鹏 

刘敏 黎冬平 肖佳军 胡龙胜 周斌 安平利 

王鹏霖 章重阳 万志刚 李洪喜 赵笠 吴文元 

刘斐 李成钢 董龙桥 陈举平 武亮辉 陈桂平 

李荣清 胡伟 袁东 王新桥 刘演志 谭建新 

张有鹏 黄东海 黄凌烽 黄育华 郭旭 余光烁 

彭文 曹永桃 孙铁欣 侯丽杰 刘豪杰 胡家明 



黄俊荣 蚁群川 何维 刘艳丽 谢绍敏 杨杰 

郭贵平 寇建生 刘沛 刘文建 吴成明 张淑萍 

谢森辉 曾广鸿 李栋梁 马斌 冯立杰 王轲 

于晓明 黄海兵 刘文斌 曾凡祥 陈树泉 徐晓青 

唐英娟 倪勇 李振兴 陈良 邓思胜 谢文娟 

陈位概 毛玉龙 许晓东 张少铖 黄小苑 王久 

谢育兴 黄毓 刘明明 夏辉 曾强 王双龙 

雷丽珍 倪晓东 龚春龙 刘星海 温亚涛 丁华祥 

周昆 姜宜恺     

20.广西壮族自治区（16 人）    

苏荣连 全定雄 秦伟 马永昌 常龙 顾悦 

李明 倪敏 刘连旺 韦宏康 武百超 马德英 

苏中球 张俊宇 陈俊 刘广华   

21.海南省（3 人）    

王咸耀 陈奋 薛广南    

22.重庆市（11人）   
    

王东 王斌 王慧涛 蒲德祥 张会宁 李朋龙 

刘平 陈华刚 杨文君 刘斌 周成涛  

23.四川省（20人）    

李天林 徐伟森 孙宣宏 向伟 肖强 蒙荣 

潘兰兰 任凌霄 杨军 沈继军 张永森 杨伟魏 

范东明 翁和霞 游为 谭斌 万里红 朱丽娜 



李林虎 曹周峰     

24.贵州省（12人）    

饶鑫 徐畅 易伟 谢鹏 李国东 孔晓峰 

刘云云 胡孝军 郭俊 陈兰兰 陈涛 杨世宏 

25.云南省（17人）       

黄朝秀 陈宝英 冉菊 杨俊成 李金芳 郜鲁豪 

陈建林 邓晓淞 戴群银 侯波 普志凡 杨海琼 

文道平 刘定忠 李正光 魏保峰 李文华  

26.陕西省（48人）    

金计伟 孔润生 杨龙 李梅玉 董笑舟 方亮 

高小萍 张伟朋 李东辉 张居远 祁瑞 李睿卿 

宋东霞 樊文柱 刘厚杰 王文闵 徐保林 高超 

宋小平 崔硕轩 杜少鹏 李春义 徐亮亮 张政祥 

刘凯 任鹏 康金龙 闫阳阳 秦文斌 王强 

王业鹏 张鑫鋆 赵明辉 柏鲁 姜成吉 翟亚磊 

陈建坤 安卫辉 王文飞 秦李颗 樊广利 李若 

敬良 付冬暇 胡智峰 李继园 王研 杨彦龙 

27.甘肃省（16人）    

刘树林 王强 武燕强 陈重奎 靳娟丽 刘永禄 

陈冠臣 陈怡洁 吕志伸 万小斌 李娟 王宪民 

王平利 许栋 罗海军 张维强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人）    



董莉 王涛 刘江 刘勤 陈伟 王财有 

张建福 张佩佩 李坚 刘忠 田宝明 王大龙 

沈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