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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李涛 010-63121894 牵头人

艾子君 010-63121715

纪欣 010-63127854

王麟 15822119898 牵头人

李桂鑫 13821765690

刘颂 15802262392

王鑫泽 18518558395 牵头人

寇凌岳 15301062805

李征 15030957916 牵头人

王辉 18633212332

任志杰 18903532427 牵头人

杨扬 15934235300

孙子萍 15303452032

葛杨 15005340985 省公司，牵头人

李苒苒 13562890931 省公司

袁帅 15066680638 省公司

刘晨 18654609044 东营

郭立林 15554691909 东营

杜冬艳 13305466861 东营

刘航航 13515466113 东营

张小奇 18562058627 东营

季兴龙 18105468958 东营

李振凯 18865716071 德州

沈栋 13455196478 德州

牛丛聪 0531-89022153 济南

王宝勇 0531-89022128 济南

刘博 0531-89022600 济南

李先栋 18663015234 聊城

许强 18769558205 聊城

于天怡 0532-66172156 青岛

郭建豪 0532-66172124 青岛

周建波 13969785890 青岛

李东丽 0633-5952147 日照

樊唯钦 0633-5952122 日照

鲁绪宝 0633-5952632 日照

刘传良 18753159197 潍坊

李亚函 18653667799 潍坊

李国强 15621759688 潍坊

刘健 13508992679 临沂

李慧 15753930608 临沂

赵明慧 18669916917 临沂

何召慧 15163786639 济宁

秦昆 18766860908 济宁

申玉威 13953778668 济宁

孟树勋 18366062069 菏泽

4

补贴项目申报支持人员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人员 省公司业务支持人员
序号

1

3

15890039830

15890039830

2

5

6

省份

北京

冀北

河北

山西

山东

原志勇

原志勇

刘动

刘动

强凯

18991275628

18991275628

18622027884

备注

天津 强凯 18622027884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人员 省公司业务支持人员
序号 省份 备注

刘文哲 13869733537 菏泽

李喜同 13953020758 菏泽

曾宪振 15964608589 菏泽

任斌 1356170039 莱芜

孙丽 0543-3052159 滨州

钟文涛 0543-3052125 滨州

李丽丽 0543-3052635 滨州

高运兴 13468005832 泰安

张琳琳 18753856002 泰安

李新明 13953809823 泰安

徐涛 13563809077 泰安

吕海涛 15163202239 枣庄

康文文 15266172927 枣庄

孔令元 15854677393 枣庄

王群 13906328620 枣庄

刘帅 18863102388 威海

李荣超 13963122756 威海

焦波 13864320580 淄博

张有洲 13355270012 淄博

黄琳 0533-2332141 淄博

邱兰 0533-2332161 淄博

曲继飞 15053536827 烟台

孙单红 13210941343 烟台

刘杰 18553536669 烟台

李晓敏 18605383166 泰安

郝圆圆 18663427270 莱芜

孙向明 13906357879 聊城

徐温琳 18506351856 聊城

侯雪磊 0631-2592150 威海

姚丽华 0631-2592143 威海

陶灿 0534-7612155 德州

陶佩军 021-28925675 牵头人

是晔 021-28925489

顾中 021-28926727

刘明明 13775366315 省公司，牵头人

陈正华 13921904968 扬州

王海军 13813486906 徐州

袁德刚 13814381973 盐城

雷文宝 18852399918 淮安

丁诚 13851297500 连云港

王虎 15951064386 宿迁

马骏 13815208233 南通

王坤 0571-51109417 牵头人

吴斌杰 0571-51103259

胡旭东 0551-63402859 省公司，牵头人

李顺 0551-63402663 省公司

杨尚辰 0551-63402794 省公司

范长城 0551-63604874 省公司

7

8

9

上海

江苏

浙江

杜骏

富强

富强

18516930606

13622064646

13622064646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人员 省公司业务支持人员
序号 省份 备注

王峰 0551-63605402 省公司

徐中辉 18298180122 阜阳

刘金才 18815686321 阜阳

孙振 18155779689 宿州

吕英飞 13705571924 宿州

戴东升 18856186237 淮北

陈倩 18305615186 淮北

赵尧 15856775613 亳州

胡帆 18715437314 亳州

穆毓 13855247039 蚌埠

仇建 15155242050 蚌埠

杜露露 15249982386 滁州

王喜君 15856661680 滁州

谢颖 13966456161 淮南

周呈 19155428917 淮南

胡昊 18326116626 合肥

 陈全 15955158287 合肥

常德伟 13956113907 六安

赵勇 13865739310 六安

桂前进 18905568826 安庆

朱世明 18900568667 安庆

陈劲松 18105661686 池州

许丽 13856647776 池州

张明 15905550663 马鞍山

姜义军 13965619506 马鞍山

杨晓娟 15155310895 芜湖

贾秀明 15305539723 芜湖

罗富宝 18256295068 铜陵

李根 18756297718 铜陵

张威 13965416798 宣城

程鹏 13865329811 宣城

周飞 15855595927 黄山

余金龙 15212300541 黄山

李小娴 18905951228 牵头人

毛韶阳 13705911000 福州

周榕菁 13606903217 厦门

林国通 13706062005 莆田

谢子鑫 13505943993 泉州

柳卫明 13509555836 宁德

张翔 13860517663 三明

吕贤敏 13860209186 龙岩

应琪姬 13860058290 南平

涂丽娴 13599585216 漳州

陈可 18986021796 牵头人

叶飞 13554034455

陈峰 18971357996

徐超 0731-89948101 牵头人

徐泽洋 0731-8533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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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安徽

福建

湖北

湖南

马宝超

石国忠

赵辉

赵亚男

18645195800

13233832468

15938702270

15022045112

mailto:chengj7310@ah.sgcc.com.cn%EF%BC%8C63884082,15955156470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人员 省公司业务支持人员
序号 省份 备注

徐文辉 0731-89848647

邓小亮 0731-85332095

苗福丰 0371-67903262 牵头人

张立场 0371-67903063

柴旭峥 0371-67903703

翟亚军 13970822731、0791-87494137 牵头人

严小玉 18007979229、0797-5885139

肖世浩 13970046409、0791-87493032

陈拓新 13576086036、0791-87494469

16 辽宁 赵亚男 15022045112 仲崇飞 024-23135413 牵头人

郝占东 13944112283 牵头人

朴哲勇 13944856000

王尧 15948793715

吴镝 18744526665

徐友清 15004372662

郑凯 0451-53687329 牵头人

周卫东 0451-53687658

兰天 0451-53688091

由楚 18686055081 牵头人

靳慧龙 18686055526

韩放 18686055164

刘鑫 18686055536

20 陕西 张健 17792755658 蒋勃 029-81002113 牵头人

汪文晋 18993092282 牵头人

李吉侗 15682694916 嘉酒地区

徐慧慧 18719788281 其他地区

秦绪武 13709755123 牵头人

刘俊 15110996975

李延和 13997231592

崔玺 0951-4918032 牵头人

田星 0951-4935526

孙立成 0991-2926082 牵头人

刘大贵 0991-2926930

郭璇 0991-2926763

于志勇 13201306509

雷云凯 15620623853 牵头人

袁川 13982211899

杨鸿超 15181836459

龚雪 18284894792

26 重庆 张健 17792755658 向红吉 023-63682049 牵头人

周杨兵 18981104529 牵头人

王报石 15726785296

李静 13989088347

13

17

14

15

18

19

21

22

24

25

27

湖南

吉林

河南

江西

黑龙江

蒙东

甘肃

青海

新疆

四川

西藏

石国忠

杜骏

赵亚男

秦雷

秦雷

赵辉

李鹏飞 18295098260

15938702270

马宝超

刘超

刘超

杜骏

18516930606

18686880478

18645195800

15822684327

15822684327

18516930606

13233832468

23 宁夏 李鹏飞 18295098260

15022045112

1868688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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