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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2380) 
 
 

List of Directors of Subsidiaries 
附屬公司董事名單  

 
The names of all directors who have served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rincipal 
subsidiaries of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the “Company”) 
during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2 and up to the date of the directors’ report of 
the Company dated 23 March 2023 are set out below:-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

間及截至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之董事局報告，所有出任本公司

各主要附屬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姓名載列如下：─ 

 
呂克啟 汪紅旭 彭萬生 王俊杰 
范守祥 馬安國 蘇仿佗 高福祥 
楊小松 俞衛新 趙洪春 程佳博 
孫承春 楊明春 趙永剛 劉福豐 
黃學希 聶磊 王亮 孫東曉 
丁心聰 王小兵 姚湛波 曹國權 
張志斌 陸建民 張志剛 馮振濤 

程石 張偉中 翟相葉 周明 
尹以清 徐薇 陳多剛 徐慶輝 
台鋒 陸群 魏希峰 蘇亨萬 
胡明 顧衛東 孔玲玲 王丹 
張進 李虎 王來增 陳學志 
方險峰 張越 賀徙 葉禮貴 
郭峰 鍾英彪 王冬容 周裕良 
皇甫亞飛 奚林根 魯治國 劉叢濤 
馬為民 高平 張興華 朱幫德 
姚更新 方曉東 傅勁松 蔣春濤 
華毅 廖貴明 王泰松 夏暉 
余偉龍 陸建明 壽如鋒 楊琪 
杜志方 郭建偉 楊陽 吳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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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偉 肖啟志 萬強 趙蘭坤 
馬連軍 王勝軍 賀瀟逸 劉波濤 
陳洋 羅夢華 劉明鶴 周杰 
吳雪儒 夏代雄 唐勇 章藝 
柴茂 徐躍雲 余劍峰 劉向杰 
陳嘉昕 熊國富 袁靜波 柳楊 
吳志強 單愛華 張軍文 胡在春 
溫支明 方雄輝 肖斌 劉世安 
張洪生 朱红平 王磊 楊佔鰲 
申偉偉 楊潔 張文豪 徐仙 

曹勝利 范賢君 湯駿 葉長青 
胡磊 黃小野 李雲 林山 
毛小磊 余凱 蔣麗丹 王曉東 
吳廣武 劉柳明 劉思源 陳超 
胡相餘 牛國智 楊超 秦天強 
劉慧根 丁愛軍 王秋惠 張成剛 
何明憲 胡春林 侯彬 陳戀鮃 
孫敏 劉亞鋒 王仁權 李利強 
張國鋒 賀澤禹 徐恆健 王志勇 
徐文豪 朱巍 朱伶聰 馬遠華 
劉世清 譚振國 高如琳 王鵬 
王芳勇 李金棟 鄧力浩 周海慧 
夏剛 劉葉明 文忠亮 羅大慶 
陳怡成 姜建華 張健 雷春江 
劉興義 王洪偉 莫育軍 李擎雯 
袁蕊 魏晟雲 楊劍宇 周志偉 
劉江 彭俊鵬 卜波濤 董毅 
徐樹銓 常勁 廖正湘 鄭海村 
劉泳新 梁思學 馬文斌 傅健 
江國軍 黃立新 李柯 房德亮 
胡永平 唐振華 趙訓新 商光剛 
孫立峰 傅旭 唐偉 李占江 
周樂 趙斌 盛戈 孫元同 
張中勤 張正華 萬元 王磊 
徐恆健 曾維才 楊軒 王光烽 
楊懷玉 景博輝 焦海軍 邢福 
黃雄軍 黃金樹 竇利泉 王立華 
胡勇勝 張凌 彭瓏 張召慶 
黃櫻 于鳳鳳 李志強 徐林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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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彬 李方 劉星雨 牛振濤 
李波 孫自學 曾過房 凌治坤 
李偉 趙飛 王海軍 嚴淑鋒 
袁浩 郭思煒 索吉明 李立新 
李龍雲 李慶陽 余琳 傅保華 
孫超 楊旭 許愛民 朱拾貝 

蓋超 朱偉明 王紅占 龔偉東 
林華 高陽 吳瑤勤 許道春 
陳立志 趙辰鵬 肖光武 顏學升 
譚永明 李驥 彭峰 撖濤 
劉繼武 劉偉 于紅偉 韓冰 
郭瓚 常西凡 張艾民 肖志強 
黃雲濤 王立强 劉曉慧 呂寶龍 
周濤 邱文國 尚世洋 梁姍 
張天保 陳江明 丁志斌  
嚴衛平 鄒振宇 談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