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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全称	 姓　名
1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王泽勇
2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宁
3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石　藩
4	 贵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恒飞
5	 贵州红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翁志江

序号	 公司全称	 姓　名
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	 王文飞
7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汪小飞
8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德安
9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陈署军
10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李树业
11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刘明黔
12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李迟秋
13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姚传功
14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黄　勇
15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刘廷桥
16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白传军
17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许田红
18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杜　健
19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丁玉萍
20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赵金芳
21	 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杨　勇
22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胡　健
23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杨云祥
24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李　杨
25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唐　沛
26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杨立哲
27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　明
28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黎　智
29	 中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冯柏林
30	 航空总医院	 邢　岩
31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刘荣国
32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宋海华
33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徐迅华
34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查方文
35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程继承
36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杨　桦
37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李兴国
38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张晨玺
39	 贵州红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刘春阳
40	 贵航贵阳医院	 杨旭艳
41	 贵航安顺医院	 赵可仙
42	 三二〇一医院	 岳　立
4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柴永刚

序号	 公司全称	 姓　名
44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志成
45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　亚
46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邸　颖
47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谭　军
48	 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李大江
4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吕　康
50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　帆
51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史采峰
52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袁　浩
53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詹浩笔
54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郭　肖
55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王英伟
56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徐　超
57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李　铮
58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杜　奎
5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刘建庆
6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朱雨晗
61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周　宇
62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栋
63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郝建平
64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宋俊辉
65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汪　锋
66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军良
67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轩敏鑫
68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文魁
69	 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盛剑波
70	 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李红莉
71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王小丽
72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胥东亚

个人三等功（189个）

个人二等功（38个）

个人一等功（5个）

序号	 公司全称	 姓　名
73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邓　潮
74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陈冬梅
75	 航空工业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王静萍
76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董　科
77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陈国峰
78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马鸿科
79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欧良云
80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郑德龙
81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胡　川
82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寇紫薇
83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王显扬
84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王红霞
85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徐　博
86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吴　太
87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吴　敏
88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郝　彬
8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卢世博
90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吴文强
9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吴雪梅
9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杨群伟
9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黄　青
94	 航空工业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赵华宁
95	 航空工业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徐炜强
96	 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	 赵金英
97	 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	 张　杨
98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郭　凯
99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成西平
100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徐国权
101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全定雄
102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黄恩德
103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潘志宏
104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杨长丽
105	 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院	 余　楠
106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刘　静
107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唐顺强
108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邱　辉
109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贾渊嵩
110	 航空工业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杨梦林
111	 航空工业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向　涛
112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查　芳
113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石代光
114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戴海滨
115	 中航爱飞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慧兰
116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廖　鸿
117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荣辉
118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曾　建
119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谢嘉宁
120	 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葛敬山
121	 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刘　晓
122	 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程　鹏
123	 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尚　婷
124	 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王　欢
125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陈　杰
126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苏金河
127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王　羽	
128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李　勇
129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俞廷龙
130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陈婷婷
131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潘　莹
132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冉勇波
133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　林
134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汪宝堂
135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丁前玉
136	 中国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邓　涛
137	 中国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占武汉
138	 中国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夏柱闻
139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吴小军
140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吴生奎
141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韩卫军
142	 中国航空计量技术研究所	 马　兰
143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杨宇维
144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韩兴杰
145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张　西
146	 贵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徐孝娅
147	 贵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皮　磊
148	 汉中六一二物资有限公司	 夏　冲
149	 航空总医院	 王东杰
150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马晓祥
151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　宏
152	 中航亿通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李期鹏
153	 中航亿通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张　璐

序号	 公司全称	 姓　名
154	 中航亿通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赵玉婷
155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张　文
156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　涛
157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舒雷震
158	 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竹青
159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江西有限公司	 刘小冬
160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梁鎏海
161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李　超
162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傅　溶
16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黄清源
16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焦学文
165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魏志伟
166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朱晓明
167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　非
168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万乔西
169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秋生
170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江洪
171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　瑞
172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尚丰
173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苏　月
174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康　力
175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才德富
176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付　琨
177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王　哲
178	 成都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冯戈利
179	 成都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刘　平
180	 成都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张小琴
181	 成飞医院	 陈　迁
182	 成飞医院	 何天秋
183	 成飞医院	 薛　胜
184	 成飞医院	 廖翠蓉
185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佘维新
186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龚一腾
187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赖雅都
188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吴　迪
189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定宇
190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新天
19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梁宝丹
192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杨　军
193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何大林
194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韦　奖
195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郑雪勇
196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黎和鑫
197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周　斌
198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伍邵林
199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王　伟
200	 中航贵州龙飞航空附件有限公司	 殷大强
201	 贵阳黔江航空保障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张晓东
202	 中国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郑宇星
203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任　强
204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吕合义
205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陈剑锋
206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姬冠宇
207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李　钢
208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张　晶
209	 贵州红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梁　海
210	 贵州红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安　宁
211	 贵州华阳电工有限公司	 吴江平
212	 贵阳万江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周　坤
213	 贵阳万江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何孝军
214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江海燕
215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龙明灵
216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姚　远
217	 中国航空报社	 郭美辰
218	 中航环球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潘　颖
219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航空工业信息技术中心）	 富　强
220	 贵航贵阳医院	 廉　艳
221	 贵航安顺医院	 汪君洁
222	 贵航平坝医院	 龚青寅
223	 贵航平坝医院	 陈　俊
224	 三二〇一医院	 周新军
225	 三六三医院	 丁　松
226	 三六三医院	 刘跃伦	
227	 三六三医院	 蒲洪波	
228	 三六三医院	 王子羿
22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　洋
23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曲绍朋
23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宿　光
23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程晓敏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红阳密封件公司
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万江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航空总医院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中航亿通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集体三等功（40个）

集体一等功（5个） 集体二等功（10个）

专题 Top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