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配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孟雪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 徐蕾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 王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 李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 赵旭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 曹庆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 何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 郭月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 李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 范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1 牛登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2 柳光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3 李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4 史克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5 钟云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6 江松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7 魏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8 涂怀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9 杜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 

总量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

的比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107

人） 
361 100% 0.46% 

合计 361 100% 0.46% 



20 易小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1 金永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2 陆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3 贾小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4 李志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5 张东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6 赵振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7 郭星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8 李高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9 李灵芝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0 王鹏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1 刘建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2 陈志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3 高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4 邓钟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5 刘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6 李世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7 刘安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8 晋小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9 刘学兵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0 李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1 王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2 薛熠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3 张树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4 李少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5 李爱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6 叶建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7 蔡红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8 林大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9 曾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0 赵汝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1 张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2 李小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3 程玉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4 沈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5 金文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6 范钟离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7 伍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8 陈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9 沙方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0 李永禄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1 王伍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2 罗惕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3 邹鹏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4 茅俊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5 白东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6 吴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7 樊玮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8 吴金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9 谈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0 单志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1 张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2 周淑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3 黄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4 吴斌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5 陈朝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6 钟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7 陈柯兵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8 余保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9 符尊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0 宋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1 谭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2 王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3 马玉青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4 张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5 郭会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6 徐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7 陈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8 袁俊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9 张宁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0 张博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1 付春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2 孟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3 汪练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4 姜文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5 杨黎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6 张琛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7 浦文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8 朱振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99 丁世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0 成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1 王向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2 苏宇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3 张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4 陈斌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5 祝小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6 王竣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107 沈骁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