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位 

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刘峰 董事、总经理 1,000.00 14.9325% 0.9069% 

2 刘升 
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 
1,000.00 14.9325% 0.9069% 

3 高立宁 
董事、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1,000.00 14.9325% 0.9069% 

4 韩周安 董事、副总经理 1,000.00 14.9325% 0.9069% 

5 毛二可 子公司董事 400.00 5.9730% 0.3628% 

6 其他核心员工共136人 1,796.80 26.8307% 1.6295% 

7 预留部分 500.00 7.4663% 0.4535% 

合计共141人 6,696.80 100.0000% 6.0734% 

二、其他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位 

1 曾大治 上市公司总经理助理 

2 马燕 上市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 黄勇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 汪杰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5 杨柱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6 王长杰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 龚卫霞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8 张颖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9 崔建杰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0 蒲邦勇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1 李锐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2 王晓辉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3 别业柱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 王茵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 林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 高加林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 刘腾飞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 陈宇翔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 王超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 郭红珠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位 

21 王兵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 张静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3 梁广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4 王诗成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5 盛蒙蒙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6 于爽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7 封钦柱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8 关中保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9 聂燊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0 鲁健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1 吕广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2 付正川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3 张玺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4 戴春泉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5 陈智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6 黄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7 张慧景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8 张霄鹏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9 王博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0 熊锦康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1 葛维刚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2 王旭昌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3 尹元臣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4 纪昌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5 魏滨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6 王宏达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7 许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8 王蔚熙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49 洪慧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0 周冠楠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1 陈雪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2 刘金莲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3 韩延良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4 王峰辉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5 樊海涛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6 刘红波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7 陈永利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8 陈青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59 高雅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0 蒋建军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1 赵钟炎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2 郭小林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序号 姓名 职位 

63 李嘉伟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4 孙亚锋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5 张东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6 唐子龙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7 张帅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8 马建斌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69 胡水华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0 谷卫青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1 唐先芝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2 吴楚怀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3 杨波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4 王剑立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5 李响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6 何觉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7 马勇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8 余海舟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79 李帅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0 李鹏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1 贺滨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2 李创业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3 刘长龙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4 王一凡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5 杨丰波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6 王渤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7 张玉东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8 高翔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89 魏征 子公司核心研发人员 

90 张欢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1 李筱晨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2 王沛阳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3 刘鹏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4 张磊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5 彭鹏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6 黄超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7 李丽侠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8 燕阿娟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99 袁秀辉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0 李维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1 刘帅涛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2 刘贝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3 张斌梅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4 韩玲玲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位 

105 王更磊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6 张英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7 蒋卫东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8 孙幸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09 党存莉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0 刘允战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1 邢康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2 薛长健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3 雷春丽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4 辛燕玲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5 肖晓燕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6 张东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7 高山景行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8 刘燕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19 费敏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0 翟虹军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1 马飞艳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2 徐蕊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3 张骏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4 孙嵘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5 刘为勇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6 许嘉伟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7 周业权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8 陈晞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29 徐立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0 顾良慧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1 丁培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2 杨玉荣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3 郑前敏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4 胡小桃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5 韩湘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136 李强 子公司核心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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