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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李晓东 
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20 2.7137% 0.0340% 

温  煜 副总裁 25 3.3921% 0.0425% 

邓隆木 副总裁 25 3.3921% 0.0425% 

王红蓉 财务总监 20 2.7137% 0.034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业务骨干（98 人） 
647 87.7883% 1.1003% 

合计（102 人） 737 100.0000% 1.2534%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2、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10%。 

3、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二、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董建兵 中层管理人员 

2 周继国 中层管理人员 

3 李兰强 中层管理人员 

4 刘  鹏 中层管理人员 

5 李  昱 中层管理人员 

6 朱健国 中层管理人员 

7 刘红波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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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8 韩向阳 中层管理人员 

9 张  霖 中层管理人员 

10 何鸿儒 中层管理人员 

11 王  一 中层管理人员 

12 杨海涛 中层管理人员 

13 欧阳美容 中层管理人员 

14 查  馨 中层管理人员 

15 袁中权 中层管理人员 

16 程绍峰 中层管理人员 

17 郭  泉 中层管理人员 

18 尚春晖 中层管理人员 

19 任建斌 中层管理人员 

20 胡志刚 中层管理人员 

21 焦  飞 中层管理人员 

22 贺春雨 中层管理人员 

23 严雪滢 中层管理人员 

24 王  放 中层管理人员 

25 刘  颖 中层管理人员 

26 罗少群 中层管理人员 

27 褚泓臣 中层管理人员 

28 熊得竹 中层管理人员 

29 白  硕 中层管理人员 

30 刘振刚 中层管理人员 

31 石  峰 中层管理人员 

32 吕晨星 中层管理人员 

33 刘  洋 中层管理人员 

34 周连雅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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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35 郑  罡 中层管理人员 

36 薛飞鹏 中层管理人员 

37 利志龙 中层管理人员 

38 高  淼 中层管理人员 

39 王  璐 中层管理人员 

40 张文涛 中层管理人员 

41 平虎盛 中层管理人员 

42 王小旭 中层管理人员 

43 姚家兴 中层管理人员 

44 邓增晓 中层管理人员 

45 蒋艳辉 中层管理人员 

46 沈定坤 中层管理人员 

47 易  翔 中层管理人员 

48 向爱萍 中层管理人员 

49 刘  平 中层管理人员 

50 赵恒乐 中层管理人员 

51 王德立 中层管理人员 

52 李中青 中层管理人员 

53 魏  巍 中层管理人员 

54 何永明 中层管理人员 

55 陈秋方 中层管理人员 

56 郭  锐 中层管理人员 

57 刘  伟 中层管理人员 

58 田  玲 中层管理人员 

59 余  娟 中层管理人员 

60 张九林 中层管理人员 

61 李祥震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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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62 李祥锋 中层管理人员 

63 官吉根 中层管理人员 

64 金德燕 中层管理人员 

65 马  强 中层管理人员 

66 罗明亮 中层管理人员 

67 吴子红 中层管理人员 

68 张正六 中层管理人员 

69 孙  铁 中层管理人员 

70 党中义 中层管理人员 

71 谢  飞 中层管理人员 

72 龚佑军 中层管理人员 

73 杜祥发 中层管理人员 

74 龚跃明 中层管理人员 

75 吴  洁 中层管理人员 

76 谢晓光 核心技术骨干 

77 赵福诚 核心技术骨干 

78 哈洪民 核心技术骨干 

79 尹双翼 核心技术骨干 

80 翟广军 核心技术骨干 

81 郑理元 核心技术骨干 

82 李腾平 核心技术骨干 

83 马英伟 核心技术骨干 

84 邓运根 核心技术骨干 

85 赵  俊 核心技术骨干 

86 李  虎 核心技术骨干 

87 万千红 核心技术骨干 

88 周飞红 核心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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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89 胡洪明 核心技术骨干 

90 彭  恒 核心技术骨干 

91 阮进华 核心技术骨干 

92 甘  柱 核心技术骨干 

93 李烈刚 核心技术骨干 

94 李国胜 核心技术骨干 

95 麦  光 核心技术骨干 

96 刘  欣 核心技术骨干 

97 丁保剑 核心技术骨干 

98 刘少平 核心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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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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