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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了保密措施，严控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范围，对内幕信息知情人

进行登记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7 年

3 月 25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公告。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最终获受限制性股票

的 413 名激励对象及其亲属、除激励对象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亲属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现报告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 413 名激励对象及其亲属（不含已被取消资格、

主动放弃资格和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及其亲属）、除激励对象外其他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其亲属。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果，在本

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前 6 个月（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

在核查期间，除以下列示的 163 名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有买卖公司股票情形外，

其余人员在核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亲属关系 累计交易数量 交易摘要 

1 姜丽 
北京区域总经理助理黄超

配偶 

-18,200 卖出 

4,500 买入 

2 万启飞 福建百望总经理 
-3,000 卖出 

1,500 买入 

3 张心 行政部副总经理张心父亲 1,100 买入 

4 黄晓雯 行政部副总经理张心配偶 1,000 买入 

5 任鲁豫 市场部高级专员 
-52,000 卖出 

14,000 买入 

6 张博 行政主管邬叶舟配偶 
-2,000 卖出 

1,000 买入 

7 马庆 西北区项目主管于民配偶 
500 买入 

-500 卖出 

8 于民 西北区项目主管 
23,600 买入 

-7,100 卖出 

9 曹海龙 技术支持工程师 
800 买入 

-800 卖出 

10 董文丽 项目管理工程师 -800 卖出 

11 雷恩 战略合作副经理 
-10,600 卖出 

500 买入 

12 黄超 北京区域总经理助理 
-64,383 卖出 

9,000 买入 

13 吴淑然 技术支持工程师 
1,600 买入 

-800 卖出 

14 冯晓旺 北京区域副总经理 
-115,800 卖出 

85,800 买入 

15 黎莉妮 项目管理经理 -50,900 买入 



-30,000 卖出 

16 苗佳旺 硬件工程师 
-67,900 卖出 

6,800 买入 

17 宋捷 行政经理 
-16,100 卖出 

2,200 买入 

18 李焕 硬件工程师 
-2,200 卖出 

2,300 买入 

19 吴莹 投资经理 200 买入 

20 刘爱斌 高级软件工程师 -2,000 卖出 

21 陈安辉 销售工程师 
-68,363 卖出 

500 买入 

22 夏林 生产部经理 
-1,500 卖出 

1,600 买入 

23 王鹏 技术支持工程师 
-20,388 卖出 

15,000 买入 

24 王朝辉 信息化部总监 
-36,000 卖出 

13,300 买入 

25 岳庆敏 系统工程总师 
-8,700 卖出 

7,100 买入 

26 王筱庆 系统工程总师岳庆敏配偶 
-1,400 卖出 

600 买入 

27 唐锦 系统工程师 
-15,900 卖出 

5,900 买入 

28 屠燕 综合主管 
-168,622 卖出 

142,322 买入 

29 付江 技术顾问 
-38,900 卖出 

24,200 买入 

30 王谞 销售部副经理 
-5,442 卖出 

3,600 买入 

31 李峰 销售部副经理王谞配偶 
1,500 买入 

-400 卖出 

32 李强 科技管理部总监 -18,600 卖出 

33 胡华 技术支持工程师 7,300 买入 



-9,200 卖出 

34 赵剑媛 技术支持工程师胡华配偶 -1,000 卖出 

35 梁硕 
项目管理工程师李鹏英配

偶 

97,926 买入 

-97,926 卖出 

36 杨水华 质量总师 
-252,341 卖出 

88,041 买入 

37 宋钱骞 产品经理 
4,000 买入 

-600 卖出 

38 沈芳 国际商务部经理 
-56,158 卖出 

26,100 买入 

39 刘俊飞 财务经理张琼配偶 
8,000 买入 

-7,200 卖出 

40 吝媛 质量工程师 3,100 买入 

41 潘世杰 研发部总监助理 18,700 买入 

42 苏伟 销售工程师 -500 卖出 

43 舒学琴 西安西谷市场外勤 700 买入 

44 佟岩 云网信服总经理 
697,452 买入 

-522,452 卖出 

45 王淑芬 
中软金卡人事行政部经理

刘斌母亲 

-300 卖出 

500 买入 

46 刘明 
百望金赋副总经理陈茵配

偶 

26,300 买入 

-22,600 卖出 

47 刘向黎 
成都旋极副总经理秦根民

配偶 

-34,000 卖出 

30,000 买入 

48 马涛 
泰豪智能副总经理詹平配

偶 
13,000 买入 

49 李长 旋极伏羲副总经理 
-800 卖出 

3,000 买入 

50 庄丽 研发部总监王晓炜配偶 50,400 买入 

51 江霞 
泰豪智能财务负责人江玲

姐妹 
1,100 买入 

52 许克强 
泰豪智能区域销售经理许

宁父亲 

500 买入 

-500 卖出 



53 叶国雄 成都旋极总经理叶明父亲 
11,600 买入 

-5,000 卖出 

54 白红 
西安西谷总经理助理张和

平配偶 

-5,400 卖出 

22,400 买入 

55 陈剑惠 
泰豪智能副总经理杨劲松

配偶 

12,000 买入 

-21,500 卖出 

56 何建樑 成都旋极副总经理 
-16,000 卖出 

14,000 买入 

57 周鑫 天津百望总经理 
18,000 买入 

-9,000 卖出 

58 张莉萍 成都旋极总经理叶明母亲 
-24,900 卖出 

22,000 买入 

59 周铂 百望金赋副总经理 
2,407,056 买入 

-2,364,023 卖出 

60 郑晓松 天津百望副总经理 
-6,000 卖出 

4,000 买入 

61 马益荣 泰豪智能行政总监 
3,000 买入 

-1,000 卖出 

62 杨玉英 副总经理周翔配偶 8,700 买入 

63 史进 泰豪智能财务总监 
10,000 买入 

-10,000 卖出 

64 彭季 旋极伏羲副总经理 
-3,800 卖出 

2,000 买入 

65 陈军 泰豪智能副总经理 
77,800 买入 

-51,700 卖出 

66 薛晶 上海旋极财务 
-1,000 卖出 

1,000 买入 

67 熊璐 
泰豪智能智能化设计所所

长王毅配偶 

6,000 买入 

-6,100 卖出 

68 罗世芳 财务总监 300 买入 

69 周玫 
泰豪智能销售工程师刁肇

石母亲 
1,000 买入 

70 陈茵 百望金赋副总经理 
-2,267,545 卖出 

2,220,361 买入 



71 林岚松 泰豪智能工程中心总经理 
700 买入 

-400 卖出 

72 王姣 
泰豪智能北方市场销售副

总钟兰青配偶 

4,000 买入 

-4,000 卖出 

73 余秀俊 
泰豪智能智能科技事业部

副总经理李晶配偶 

-5,000 卖出 

1,500 买入 

74 刘勇 中软金卡区域销售经理 
-1,000 卖出 

1,000 买入 

75 谢志刚 成都旋极市场部经理 100 买入 

76 黄利伟 百望金赋经理 
22,100 买入 

-28,000 卖出 

77 曾建萍 
泰豪智能总裁助理艾强配

偶 

700 买入 

-400 卖出 

78 龙慧锦 泰豪智能总经理助理 -1,600 卖出 

79 朱力军 
旋极伏羲副总经理李长母

亲 
60,000 买入 

80 赖里仁 百望金赋资深工程师 
18,800 买入 

-25,000 卖出 

81 吴昊 泰豪智能行政中心经理 
7,500 买入 

-7,500 卖出 

82 林建良 
百望金赋嵌入式研发部副

经理 

-8,400 卖出 

5,800 买入 

83 沈艳 上海旋极商务助理 1,600 买入 

84 朱文鹏 西安西谷筛选部技术员 
1,900 买入 

-500 卖出 

85 李静 
百望金赋产品工程师张辉

龙配偶 
2,300 买入 

86 孙建雄 
上海旋极销售工程师孙潇

潇父亲 
100 买入 

87 胡晓彦 
泰豪智能智能楼宇事业部

副总经理刘文生配偶 
9,700 买入 

88 张辉龙 百望金赋产品工程师 
-34,900 卖出 

16,500 买入 

89 董睿娜 西安西谷出纳 900 买入 

90 杨有根 
上海旋极技术支持杨永迪

父亲 

-2,700 卖出 

2,400 买入 

91 周荣彬 
成都旋极研发中心经理周

珊父亲 

1,000 买入 

-1,100 卖出 



92 谢迎婷 
泰豪智能财务总监史进配

偶 

29,000 买入 

-29,000 卖出 

93 王竞宇 泰豪智能副总经理 
-1,400 卖出 

300 买入 

94 舒浩 
西安西谷采购、合同主管

李燕配偶 

-2,500 卖出 

1,800 买入 

95 杨卫国 
上海旋极技术支持杨恺宁

父亲 

-700 卖出 

400 买入 

96 贾有全 泰豪智能财务负责人 500 买入 

97 吴海亮 
百望金赋嵌入式研发部经

理 

-24,200 卖出 

70,200 买入 

98 赵婧婧 泰豪智能商务部经理 
-700 卖出 

500 买入 

99 王娇 行政经理宋捷配偶 5,600 买入 

100 雷宇 成都旋极市场部副经理 
-18,767 卖出 

19,200 买入 

101 赵伟 泰豪智能区域销售经理 
200 买入 

-100 卖出 

102 崔劲松 项目管理经理洪美晶配偶 
4,500 买入 

-900 卖出 

103 李启红 泰豪智能主办会计 700 买入 

104 杨芸 
成都旋极市场部副经理雷

宇配偶 

-114,336 卖出 

113,336 买入 

105 张政石 泰豪智能市场总监 -100 卖出 

106 于琪华 
中软金卡软件产品部经理

瞿辉配偶 
-500 卖出 

107 杨奇 市场助理 
154,200 买入 

-205,600 卖出 

108 王子振 生产部工艺主管 
-3,000 卖出 

3,500 买入 

109 张军梅 泰豪智能人力资源经理 
200 买入 

-200 卖出 

110 杨恺宁 技术支持 -1,000 卖出 

111 孔德华 
上海旋极销售工程师陶剑

萍配偶 

-27,100 卖出 

200 买入 

112 肖宇 天津百望副总经理 -64,100 卖出 



54,100 买入 

113 余鹏飞 
广东百望技术服务中心主

任 

4,000 买入 

-4,000 卖出 

114 李磊 泰豪智能资信办经理 400 买入 

115 刘海蛟 百望金赋经理 
-15,500 卖出 

18,500 买入 

116 赵盼军 信息化部副经理 5,500 买入 

117 洪美晶 项目管理经理 
800 买入 

-600 卖出 

118 邢婷 百望金赋副经理 
-27,900 卖出 

3,200 买入 

119 叶明 成都旋极总经理 
-35,000 卖出 

1,000 买入 

120 万波 成都旋极研发副经理 
-83,184 卖出 

70,800 买入 

121 余建平 成都旋极副总经理 
-23,886 卖出 

1,900 买入 

122 谭泽炜 成都旋极生产控制部经理 
2,800 买入 

-2,386 卖出 

123 周恩军 上海旋极副总经理 
-40,000 卖出 

2,000 买入 

124 韩宏 上海旋极部门经理 -9,500 卖出 

125 陶剑锋 上海旋极销售部经理 -40,000 卖出 

126 陶剑萍 上海旋极销售工程师 -34,700 卖出 

127 马翔 上海旋极产品经理 -13,600 卖出 

128 李茜 上海旋极技术支持 -22,300 卖出 

129 周珊 成都旋极研发中心经理 -4,300 卖出 

130 王丽娜 上海旋极技术支持 300 买入 

131 黄丁全 上海旋极销售部副经理 
1,000 买入 

-1,000 卖出 

132 李楼樱 销售工程师 
-45,100 卖出 

39,100 买入 

133 彭时涛 软件工程师 
12,900 买入 

-5,600 卖出 

134 孟侠 
北京百旺总经理李书玉配

偶 
2,800 买入 

135 许宁 泰豪智能区域销售经理 
500 买入 

-500 卖出 

136 李翠平 市场助理杨奇母亲 
-19,500 卖出 

18,500 买入 

137 张军民 中软金卡硬件工程师 -3,400 卖出 



138 秦明宇 
新能源与热力技术事业部

许琳配偶 
3,100 买入 

139 丁显 北京百旺技服经理 
-1,500 卖出 

1,100 买入 

140 闫玲 西安西谷市场外勤 
-1,000 卖出 

900 买入 

141 王旭东 西安西谷市场外勤 
-1,600 卖出 

1,200 买入 

142 闫明平 质量部总监张祖艳母亲 300 买入 

143 李聪敏 薪酬福利主管 
6,000 买入 

-3,500 卖出 

144 党云 商务部经理 
-4,000 卖出 

3,400 买入 

145 贾文静 销售工程师苏伟配偶 
-100 卖出 

200 买入 

146 周家凯 
百望金赋副总经理周铂父

亲 
41,500 买入 

147 向杰妮 成都旋极总经理叶明配偶 1,000 买入 

148 吴欣 
上海旋极系统集成经理罗

宜周配偶 
-700 卖出 

149 刘洁 销售工程师 -300 卖出 

150 李雷鸿 泰豪智能财务负责人 
-2,000 卖出 

4,100 买入 

151 王春玲 
信息化部副经理赵盼军配

偶 

-600 卖出 

100 买入 

152 伏乐 
上海旋极技术支持杨永迪

母亲 

3,000 买入 

-3,000 卖出 

153 王文雪 成都旋极行政人事经理 
-3,700 卖出 

2,900 买入 

154 秦根民 成都旋极副总经理 
-20,000 卖出 

30,000 买入 

155 张志翔 广东百望副总经理 -700 卖出 

156 杨舒江 市场助理杨奇父亲 
-6,500 卖出 

7,100 买入 

157 栗莉 
旋极伏羲副总经理李长配

偶 

-8,100 卖出 

9,100 买入 

158 姚艾伶 
成都旋极副总经理何建樑

配偶 

11,000 买入 

11,000 卖出 

159 张和平 西安西谷总经理助理 -6,400 卖出 



7,200 买入 

160 季海华 泰豪智能智能工程部经理 13,000 买入 

161 肖金花 行政经理宋捷母亲 
-500 卖出 

1,600 买入 

162 陈卓 成都旋极研发中心副经理 400 买入 

163 邹敏 
西安西谷总经理助理权磊

配偶 

-1,000 卖出 

1,000 买入 

根据上述存在股份买卖情况的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上述核查对象在买

卖公司股票时，均未通过任何途径获悉公司拟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其在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完全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不存在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

或者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形。 

三、本次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最终获受限制性股票的 413 名激励对象及其亲属、除激励对象外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其亲属不存在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或者泄露内幕信息

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动查

询证明》。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