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实际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 

 

一、预留授予股份分配情况 

姓名 职位 
获取的预留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例 

获授总量占当

前总股本比例 

赵勇 董事、总经理 10.00 6.44% 0.02% 

许昭林 技术总监 10.00 6.44% 0.02% 

何军 业务总监 5.00 3.22% 0.01% 

叶雷 业务总监 5.00 3.22% 0.01% 

黄华因 客服总监 5.00 3.22% 0.01% 

李然 金融业务总监 3.00 1.93% 0.0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17.40 75.55% 0.18% 

合计 155.40 100.00% 0.23% 

注：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部分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名单 

序号 姓名 现职岗位 

1 王凯 IT 经理 

2 康旭 投资总监 

3 刘晓彬 运维中心经理 

4 朱小良 架构师 

5 严钧 高级产品经理 

6 宋泽 业务部门总经理助理 

7 高永红 分公司经理 

8 李传文 HR 经理 

9 钟成刚 产品经理 

10 黄应辉 全资子公司系统设计师 

11 刘亚柳 全资子公司系统设计师 

12 温德森 全资子公司系统设计师 



序号 姓名 现职岗位 

13 周振泉 全资子公司产品总监 

14 武斌军 呼叫中心副经理 

15 李昶辰 分公司经理助理 

16 高奔 分公司区域经理 

17 李凤山 项目总监 

18 李景明 全资子公司前端开发主管 

19 李鑫 全资子公司架构师 

20 王文宇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21 王代玉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22 张涛 业务部门销售工程师 

23 曾维琦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24 鲁林 开发主任 

25 曾宪祎 高级产品经理 

26 李捷 高级产品经理 

27  彭元军  全资子公司高级 JAVA 工程师 

28 刘秀团 测试主管 

29 丁杰 全资子公司测试主管 

30 张允辉 全资子公司产品经理 

31 刘建华 分公司副经理 

32 张焜 业务部门大客户经理 

33 刘伟 分公司区域经理 

34 彭钢华 培训经理 

35 胡宇恒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36 冯自强 分公司区域经理 

37 杜海宾 分公司经理助理 

38 刘训宇 分公司区域经理 

39 夏刚 招聘经理 

40 杨汉飞 开发主任 

41 任彪 招聘经理 

42 周华海 高级产品经理 

43 江恒星 全资子公司 IOS 开发工程师 

44 蔡靖 全资子公司测试工程师 

45 吴得绶 软件工程师 

46 黄超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47 李胜 软件工程师 

48 王张五 软件工程师 

49 吴宝林 软件工程师 

50 陈剑 软件工程师 

51 喻欢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2 刘航 软件工程师 

53 郑林彬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序号 姓名 现职岗位 

54 姜晓惠 高级电子工程师 

55 朱良峰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6 梅健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7 余刚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58 石伟 算法工程师 

59 张勇 软件工程师 

60 刘炽明 高级软件工程师 

61 梁继炎 机械工程师 

62 黄海波 软件工程师 

63 阳小燕 系统组主管 

64 简文杰 分公司售后主管 

65 张驰 算法工程师 

66 于祥林 大项目经理 

67 彭进焕 大项目经理 

68 周志康 项目工程师 

69 李哲然 分公司项目工程师 

70 李春 项目管理专员 

71 付金刚 QC 员 

72 陈俊鸿 采购工程师 

73 江东位 工艺工程师 

74 邱志民 全资子公司运营经理 

75 侯鑫 分公司行业组经理 

76 谢东航 分公司大客户组经理 

77 伍新建 核算主管 

78 宁成亮 运维组主任 

79 刘晓俊 高级需求工程师 

80 肖运福 业务部门经管专员 

81 冯于平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82 潘晓宇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83 徐云辉 全资子公司架构主管 

84 黄超 测试工程师 

85 赵会玲 SQA 

86 翁丽丽 项目经理 

87 梁铭装 测试工程师 

88 陈靖 配置管理工程师 

89 蔡新桥 软件工程师 

90 黄信杰 电子工程师 

91 罗浩元 电子工程师 

92 王洋冰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93 谭彬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94 胡敏 软件工程师 



序号 姓名 现职岗位 

95 吴柳 软件工程师 

96 王煜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97 汤广海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98 张国林 业务部门工程主管 

99 颜湘 业务部门项目工程师 

100 鞠人杰 业务部门售后服务工程师 

101 李奇 业务部门项目工程师 

102 张全跃 分公司项目工程师 

103 琚文涛 分公司项目工程师 

104 周刚 分公司项目工程师 

105 闫天宝 分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 

106 丁文昌 分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 

107 扈忠峰 客服储备干部 

108 盛焱发 PMC 工程师 

109 张先定 外协员 

110 钟敏章 IE 工程师 

111 凌坤 分公司运营主任 

112 汪周强 分公司运营主任 

113 王志远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114 张行 分公司储备干部 

115 李伟元 分公司储备干部 

116 咸东辉 分公司经理助理 

117 张家驷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118 甘亮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119 韩玉成 分公司区域经理 

120 洪金球 业务部门拓展部经理 

121 刘庆伟 业务部门经营办主任 

122 肖强 业务部门经理 

123 费林锋 分公司区域经理 

124 苏小军 业务部门储备干部 

125 林长苓 审计专员 

126 陈兵华 软件工程师 

127 李先贵 软件工程师 

128 邹旭东 经管储干 

129 辜凤莲 软件工程师 

130 王浩棠 人事专员 

131 梁涛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132 段红海 分公司财务专员 

133 唐琨 证券事务专员 

134 黄俊鑫 全资子公司开发主管 

135 姜焱军 产品研发五部经理助理 



序号 姓名 现职岗位 

136 陈俊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137 倪先友 机械工程师 

138 唐景权 产品研发二部经理助理 

139 陶昆 算法二组主管 

140 王浩 算法一组主管 

141 周乃庆 实施经理 

142 王冰明 采购工程师 

143 杨剑锋 PC 主管 

144 郑华 车间主任 

145 刘治 业务部门综合支持工程师 

146 覃英强 分公司销售工程师 

147 张旭升 分公司大客户专员 

148 郭伟 定制开发二部副经理 

149 李博 高级售前顾问 

150 梅雪东 高级售前顾问 

151 付文成 资深系统工程师 

152 张娟娟 软件工程师 

153 冯唐锐 客服管理部实施副组长 

154 朱武 系统调试工程师 

155 刘玉柱 业务部门综合支持工程师 

156 胡志 分公司大客户二部经理 

157 唐新亮 分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 

158 刘淦潮 运维中心经理助理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