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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董事、高管名单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刘炜 董事、总经理 200,000 4.0020% 0.1597% 

陈丹华 董事、副总经理 250,000 5.0025% 0.1997% 

方吉鑫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300,000 6.0030% 0.2396% 

李杰 财务总监 300,000 6.0030% 0.2396%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82 人） 
3,233,000 64.6923% 2.5823% 

预留部分 714,500 14.2971% 0.5707% 

合计 4,997,500 100.0000% 3.9916% 

 

注：上表中“目前总股本”指截止2017年12月12日公司股本总额为12,520万股。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郑人豪 管理人员 

2 曾腾飞 管理人员 

3 吴少丽 管理人员 

4 朱海鸿 管理人员 

5 王国林 管理人员 

6 黎雪华 业务人员 

7 吴雄涛 业务人员 

8 林雄源 管理人员 

9 周石岐 管理人员 

10 黄国盛 管理人员 

11 田云峰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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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戴添文 管理人员 

13 胡忠义 管理人员 

14 吴飞煌 技术人员 

15 吴腾雄 技术人员 

16 黄学旭 技术人员 

17 魏荣华 技术人员 

18 张培钦 业务人员 

19 金光华 业务人员 

20 陈  香 业务人员 

21 朱春国 业务人员 

22 许锋虎 业务人员 

23 吴海英 业务人员 

24 李云飞 业务人员 

25 盖鹏飞 业务人员 

26 秦  玲 业务人员 

27 叶国良 业务人员 

28 宁海涛 业务人员 

29 周云丽 业务人员 

30 吴少霞 业务人员 

31 邓  翔 业务人员 

32 陈惠燕 业务人员 

33 李洁文 业务人员 

34 吴少丹 业务人员 

35 尹艳平 业务人员 

36 张春梅 业务人员 

37 钟小玲 业务人员 

38 吴少勇 业务人员 

39 吴俊得 业务人员 

40 周杭彬 业务人员 

41 张国书 管理人员 

42 熊永强 管理人员 

43 周泽标 管理人员 

44 黄才平 管理人员 

45 罗海辉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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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肖俊美 管理人员 

47 徐  燕 管理人员 

48 袁晓龙 管理人员 

49 许尔坤 管理人员 

50 杨从从 业务人员 

51 陈小林 业务人员 

52 韩友云 业务人员 

53 肖铁慧 业务人员 

54 杨  前 业务人员 

55 周多国 业务人员 

56 李振举 业务人员 

57 吴伟昌 业务人员 

58 刘  坚 业务人员 

59 吴恒锋 业务人员 

60 罗永立 业务人员 

61 董桂华 业务人员 

62 刘国兵 业务人员 

63 刘衍明 业务人员 

64 高建峰 业务人员 

65 陈磊乐 业务人员 

66 阳宾菲 管理人员 

67 王海艳 管理人员 

68 胡少华 管理人员 

69 张德年 管理人员 

70 凌秀丽 管理人员 

71 胡晓波 管理人员 

72 吴木全 业务人员 

73 周波评 管理人员 

74 蔡钰婵 管理人员 

75 陈其泽 管理人员 

76 周冰丹 业务人员 

77 吴婉霞 业务人员 

78 游  倩 业务人员 

79 冯俊生 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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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房全勇 业务人员 

81 林  飞 业务人员 

82 高武斌 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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