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人员

类型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未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 

（份） 

占首次授予未行权

总量的比例 

占当前股本

总额的比例 

高级

管理

人员 

陈金节 副董事长 414,249 5.23% 0.10% 

张从合 董事、副总经理 258,906 3.27% 0.06% 

王瑾 董事、财务总监 258,906 3.27% 0.06% 

叶红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58,906 3.27% 0.06% 

朱全贵 副总经理 186,412 2.35% 0.04% 

5 人 1,377,379 17.38% 0.33% 

其它

人员 
135 人 6,548,240 82.62% 1.55% 

合计 7,925,619 100% 1.88% 

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人

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义锐 总经理助理 

2 高胜从 总经理助理、生产部经理 

3 王合勤 总经理助理 

4 郑满生 办公室主任 

5 严志 科研部经理 

6 申广勒 科研部副经理 

7 周桂香 科研部副经理 

8 王林 荃银农科院棉油所副所长 

9 王慧 分子育种实验室副主任 

10 陈琳 科研技术员 

11 张云虎 科研基地管理办公室主任 

12 刘兴江 科研技术员 



13 庞战士 科研技术员 

14 李方宝 科研技术员 

15 乔木 科研技术员 

16 黄艳玲 科研技术员 

17 杨维学 技术员 

18 李伦东 生产部副经理 

19 吕加林 生产部副经理 

20 朱昌栋 生产技术员 

21 赵素珍 财务部经理 

22 胡君生 外派财务总监 

23 陈彩霞 外派财务总监 

24 袁欢名 外派财务总监 

25 凌以新 外派财务总监 

26 王忠 外派财务总监 

27 唐善俊 外派财务总监 

28 王学法 外派财务总监 

29 王贯苏 外派财务总监 

30 季辉 外派财务总监 

31 陈嫣红 外派财务负责人 

32 谷照阳 外派财务负责人 

33 仲伶俐 会计 

34 庞春亮 外派管理人员 

35 王仕芳 审计督察部副主任 

36 丁显萍 质检部经理 

37 庞良峰 仓储加工部主任 

38 张玉梅 仓储加工部副主任 

39 严加立 加工包装管理员 

40 于长松 加工包装管理员 

41 鲍电平 人力资源专员 

42 杨慧珍 办公室主任助理 

43 王文燕 战略发展部经理助理 

44 王中 开发办主任 

45 谢卫星 物业管理部主任 

46 曾凡平 后勤管理 

47 蔚应中 安徽分公司总经理 

48 韩军强 安徽分公司副经理 

49 陈金武 安徽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50 方勇 安徽分公司副经理 

51 姚竞 安徽分公司销售部经理 

52 王中源 安徽分公司区域经理 

53 周熙瑞 湖北分公司总经理 

54 冯正豪 湖北分公司副经理 



55 庞跃文 湖北分公司区域经理 

56 欧新元 湖北分公司区域经理 

57 唐元才 湖北分公司区域经理 

58 李发福 湖南分公司总经理 

59 谢海波 湖南分公司副经理 

60 向凤涛 湖南分公司副经理 

61 苏法 玉米、小麦专业公司副经理 

62 葛勇 玉米、小麦专业公司经理助理 

63 史良国 玉米、小麦专业公司经理助理 

64 储勇 玉米、小麦专业公司区域经理 

65 李闪 玉米、小麦专业公司区域经理 

66 钱征 华安种业总经理 

67 周守年 华安种业副总经理 

68 张毅 华安种业总经理助理 

69 张翔 华安种业生产部经理 

70 熊延军 华安种业科研技术骨干 

71 周庆国 华安种业经营骨干 

72 康圣好 华安种业科研部副经理 

73 黄贯刘 华安种业仓储部副经理 

74 吴中华 湖北荃银总经理 

75 潘幸福 湖北荃银副总经理 

76 鲁礼伟 湖北荃银副总经理 

77 宋少勇 湖北荃银生产总监 

78 王礼刚 湖北荃银营销总监 

79 伍箴勇 湖北荃银科研部经理 

80 罗志新 湖北荃银生产部经理 

81 刘军 湖北荃银营销部经理 

82 罗澎 湖北荃银策划部经理 

83 江三桥 荃银科技总经理 

84 金毅 荃银科技副总经理 

85 褚琳峰 荃银科技副总经理 

86 洪军 荃银科技总经理助理 

87 丁松 荃银科技总经理助理 

88 冀怀远 荃银科技技术员 

89 于学奎 皖农种业总经理 

90 张道田 皖农种业副总经理 

91 王桂琼 皖农种业副总经理 

92 王安祥 皖农种业副总经理 

93 高景春 皖农种业总经理助理 

94 徐志灵 荃银超大总经理 

95 周辉 荃银超大总经理助理 

96 徐德强 荃银超大小麦产品经理 



97 梅厚坤 荃银超大小麦生产经理 

98 徐德龙 荃银超大区域经理 

99 周杨 荃银超大区域经理 

100 李业潮 荃银超大区域经理 

101 冉学忠 铁研种业常务副总 

102 白胜双 铁研种业副总经理 

103 周顺新 铁研种业人事行政部经理 

104 王伟力 铁研种业生产部副经理 

105 黄维宇 荃银欣隆董事 

106 叶传青 荃银欣隆总经理 

107 庞如礼 荃银欣隆办公室主任 

108 蒋家平 全丰种业总经理 

109 刘林 全丰种业副总经理 

110 桑和广 全丰种业副总经理 

111 童彤 全丰种业副总经理 

112 丁友奇 全丰种业区域经理 

113 林开兵 全丰种业区域经理 

114 张吴超 全丰种业区域经理 

115 鲍海涛 全丰种业区域经理 

116 汪东 全丰种业区域经理 

117 孔雪 全丰种业后勤管理 

118 钱奕道 荃银瓜菜总经理 

119 杨坤 荃银瓜菜副总经理 

120 陈孝奇 荃银瓜菜副总经理 

121 张领 荃银瓜菜科研骨干 

122 马辉 荃银瓜菜销售骨干 

123 乔蓉蓉 荃银瓜菜后勤管理 

124 姚剑 广西荃鸿总经理 

125 陈宇恒 广西荃鸿常务副总经理 

126 舒付涛 广西荃鸿副总经理 

127 王玲英 广西荃鸿办公室主任 

128 莫建华 广西荃鸿生产技术部经理 

129 王威 广西荃鸿仓储质检部经理 

130 赵桂艳 广西荃鸿办公室副主任 

131 邹丰收 荃银农发常务副总经理 

132 何勇 荃银农发总经理助理 

133 王晓红 荃银农发办公室副主任 

134 刘国盛 荃银农发财务会计 

135 季勇 荃润丰总经理 

 

                               二○一八年四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