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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企〔2022〕6 号

各相关设计企业：

为了推动信息通信建设高质量发展，激励信息通信设计

企业和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提高信

息通信设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诚信水平，根据国务院行风

办和工信部的通知精神，按照《先进通信设计企业评选办法》、

《优秀通信设计工作者评选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中国

通信企业协会委托通信工程建设分会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

“先进通信设计企业”和“优秀通信设计工作者”的评选表

彰活动。

经过各单位申报，评审委员会的评选，最终审定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26家企业为 2021 年度先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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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设计企业、杨天普等 253 名同志为 2021 年度优秀通信设

计工作者。现予以公布表彰。

希望获奖企业和个人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断进取，

勇于创新，为我国信息通信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1.2021 年度先进通信设计企业名单

2.2021 年度优秀通信设计工作者名单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1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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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企业名称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3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6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7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8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9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2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3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4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5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16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8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9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1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2 陕西通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3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4 中浙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25 甘肃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26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4�/�12

附件 2

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1 杨天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 高松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 封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4 宋晓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5 蒋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6 董江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7 罗海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8 戴鹏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9 朱武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秘俊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包汉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2 丁国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3 王锦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4 任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5 孙加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6 赵超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 刘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8 湛广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9 周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 谢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1 陈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2 李天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3 吴卓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4 张德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5 万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6 严昊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7 吕明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8 陈咏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9 姚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0 李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1 赵德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2 黄伟荣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3 王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4 马渭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5 陈彦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6 王学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7 付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8 李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39 宇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40 陈茂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41 蒋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42 高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43 朱关峰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周玥丹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王强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6 张国新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7 江辉明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8 刘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9 王孝周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0 王霖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1 杨军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2 王江涛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3 杨玲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4 戴新强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5 何运全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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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56 杜安亮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7 徐瑞俊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8 李玉萍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9 杨天开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0 徐梁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1 黄为民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2 张奎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3 张琪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4 李佳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5 马广辉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6 赵丽红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7 陈礼波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8 冯铭能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69 李继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70 索小新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71 侯玉兵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72 俞朝辉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3 黄玲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4 王东明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5 黄昌熙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6 沈燕燕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7 李莺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8 许云峰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9 冯春鹏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0 池远东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1 金淼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2 黄玲琳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3 王献森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4 位增杰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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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85 钱进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6 李秀琦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7 徐辉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8 陈光瑞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9 王强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0 陈华荣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1 陈锐林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2 郭栋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3 胡发明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4 李家樑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5 赖杲锐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6 苏昌荣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7 申定提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8 史红蓓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9 秦明军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许超彬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1 熊炜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2 余煜东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3 肖智飞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4 杨敏怡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5 蚁泽纯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6 张丽萍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7 周韵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8 李泉辉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09 刘开超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10 马俊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11 陈利军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12 王雪刚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13 王悦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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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114 黄瑾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115 浦思怡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116 朱振华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117 吴万红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118 张红河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119 郑旭辉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120 陶咏志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21 王衍娇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22 庞晓静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23 陈滨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24 王利果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25 袁华玉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26 赵立英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27 危伟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28 惠绍明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29 何宇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30 邓建珍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1 童桦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2 王成林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3 陈金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4 陈平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5 岑祺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6 官大斌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7 杨国涛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8 赵佳春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9 郑诚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40 龚加剑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41 赵凯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42 许长峰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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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143 齐珂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44 王蓓蓓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45 徐一鸥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46 辛亚锋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47 毕波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48 房海龙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49 林志超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0 宋刚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1 邵滨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2 魏守新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3 王健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4 冯雷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5 胡启明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6 陈宏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7 张祥飞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8 王建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59 陈成运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60 李军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61 樊勇田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62 杜艳妍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63 郭霄龙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64 张宏亮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5 王立功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6 孟军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7 石文文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8 林余庭 安徽电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9 陈进雄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0 陈星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1 张波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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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172 容有略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3 黄宏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4 胡智霖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5 汤艺超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6 王家成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7 罗成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8 何勇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179 陈少权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 李英峰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1 江瑞宇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2 查中泉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 袁栋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4 韩建芳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5 郑家兵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6 李兵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7 叶杨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 文军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89 李思涛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90 盛庆圆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91 钟如鹏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92 阳波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93 宋瑾娜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94 焦煜宏 陕西通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95 陈杨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96 张中政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97 杨芙蓉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98 赵从权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99 余扬尧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00 胡衡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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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201 谭登国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 刘光敬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3 陈静涵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4 张欢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5 杨兴华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6 穆成华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7 张海洋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8 程婕 甘肃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209 徐晓莉 甘肃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210 赵杭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11 李思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12 胡晶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13 张乐乐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14 肖楠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15 韩娜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16 孙燕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17 苏海阔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18 郭惠军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19 李果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20 秦跃军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21 崔红伟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22 刘宁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23 洪嘉捷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224 兰泽勇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225 黄劲安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226 李燕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227 韩伟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28 张忠杰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29 许碧洲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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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匙凯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31 陈斌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32 苗雨齐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33 李伟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34 杨剩金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35 李春旭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36 程刚 中浙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237 袁宏谋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38 梁蔚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39 廖晓波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40 周淑芬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41 李树磊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2 王新涛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3 徐锐齐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4 汪卫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5 孙凯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6 王挺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7 吴东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8 张旭伟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9 吴金星 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

250 罗瑶 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

251 李炎兵 天津市邮电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52 张飞 天津市邮电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53 张占丰 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抄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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