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名单 

一、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万股） 

已解除锁定

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

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

数量（万股） 

麻秀星 
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常务副总裁) 
15.4287 0 4.6286 10.8001 

李晓斌 
董事、副总经理(副

总裁) 
13.8847 0 4.1654 9.7193 

黄明辉 副总经理(副总裁) 8.7964 0 2.6389 6.1575 

叶斌 董事、董事会秘书 11.2305 0 3.3692 7.8613 

刘静颖 董事 8.9844 0 2.6953 6.2891 

尹峻 董事 9.2564 0 2.7769 6.4795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骨干（117 人） 

596.5654 0 178.9696 417.5958 

合计（123 人） 664.1465 0 199.2439 464.9026 

 

二、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名单（此列不包括董事、高管） 

序号 姓名 所属公司 职务 

1 宋秀华 集团 人力资源部部长 

2 陈安静 集团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3 叶素音 集团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4 杨文华 集团 法务经理 

5 游伟华 集团 应收与成本专员 

6 刘静娴 集团 会计专员 

7 万樱红 集团 证券事务代表（经理） 

8 肖绿厚 集团 投资项目经理 

9 范有鹏 集团 投资项目经理 

10 桂苗苗 集团 研发中心主任 

11 蔡静 建研家科技 电商部经理 

12 邱有陶 建研家科技 市场部副经理 

13 洪云昱 建研家科技 信息与自动化技术部主任工程师 



 

14 陈钟玲 建研家科技 信息与自动化技术部项目经理 

15 陈旭 建研家科技 信息与自动化技术部助理软件工程师 

16 蔡舒 建研家科技 信息与自动化技术部 ERP 实施经理 

17 叶天驹 建研家科技 信息与自动化技术部助理软件工程师 

18 林燕妮 检测中心 副总经理 

19 邱聪 检测中心 副总经理 

20 张勇 检测中心 副站长 

21 卢延东 检测中心 站长 

22 王亚平 检测中心 主任工程师 

23 葛新辉 检测中心 站长助理 

24 姚琪钦 检测中心 站长 

25 林均榕 检测中心 主任工程师 

26 兰扬华 检测中心 副站长 

27 林秀华 检测中心 站长 

28 林春升 检测中心 主任工程师 

29 王振华 检测中心 主任工程师 

30 匡缨 检测中心 主任工程师 

31 郑万芳 检测中心 副经理 

32 张波 检测中心 经理 

33 孙璇 检测中心 经理助理 

34 郑东明 检测中心 经理助理 

35 沈冰 检测中心 副经理 

36 张百乐 重庆天润 副总经理 

37 林晓康 海南天润 常务副总经理 

38 李伟 海南天润 副站长 

39 陈蕙玉 检测中心 室主任 

40 陈燕平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41 李斌 检测中心 室主任 

42 刘建勋 检测中心 室主任 

43 洪嘉伟 检测中心 室主任 

44 张赐华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45 陈榕城 检测中心 室主任 

46 宋志强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47 严海燕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48 张作仁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49 赖春健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50 陈培津 检测中心 室副主任 

51 陈宗英 检测中心 质量经理 

52 戴兴华 泉州设计院 常务副总经理 

53 林文良 泉州设计院 副总经理 

54 黄成伟 泉州设计院 总工程师 



 

55 王剑峰 泉州设计院 总经理助理 

56 郑建明 泉州设计院 建筑总工 

57 王子昭 泉州设计院 副所长 

58 卢建淮 泉州设计院 副经理 

59 肖小艺 厦门建研建筑 副总经理 

60 李长太 厦门建研建筑 副所长 

61 彭军芝 厦门建研建筑 所长 

62 郭鑫祺 科之杰集团 部长助理 

63 陈晓彬 科之杰集团 技术支持工程师 

64 蒋卓君 科之杰集团 研发工程师 

65 李乐民 科之杰集团 部长助理 

66 李仁茂 科之杰集团 主任工艺设备工程师 

67 王灿辉 科之杰集团 物流主办 

68 许慧超 科之杰集团 副主任 

69 黄卫军 科之杰集团 采购主办 

70 康祥 科之杰集团 部长助理 

71 邹辰阳 科之杰集团 产品经理 

72 邬梅娟 科之杰集团 海外市场主管 

73 潘志峰 福建科之杰 总经理助理 

74 洪绍坤 福建科之杰 主任助理 

75 尹键丽 福建科之杰 副主任 

76 李英祥 福建科之杰 质检主办 

77 张彬 福建科之杰 经理助理 

78 王昆 福建科之杰 片区经理 

79 韩阳 福建科之杰 片区经理 

80 陈林峰 福建科之杰 片区经理 

81 郭传明 福建科之杰 片区经理 

82 饶帮礼 福建科之杰 厂长 

83 黄小文 重庆科之杰 总经理 

84 彭晓斌 重庆科之杰 总经理助理 

85 钱立异 重庆科之杰 片区经理 

86 张秉旺 贵州科之杰 总经理 

87 罗小峰 贵州科之杰 副主任 

88 王昌会 贵州科之杰 室主任助理 

89 温庆如 河南科之杰 室主任 

90 杨浩 陕西科之杰 总经理 

91 李姗 陕西科之杰 副主任 

92 王德彪 陕西科之杰 陕南陕北片区经理 

93 余抗建 陕西科之杰 厂长 

94 黄忠 广东科之杰 副总经理 

95 王韧 广东科之杰 室副主任 



 

96 于飞宇 浙江科之杰 副总经理 

97 黄雷 浙江科之杰 总经理助理 

98 洪健 浙江科之杰 副主任 

99 朱巧勇 浙江科之杰 副主任 

100 黄文耀 浙江科之杰 主任助理 

101 张乐 浙江科之杰 质检主办 

102 张攀峰 浙江科之杰 经理助理 

103 杜国健 浙江科之杰 片区经理 

104 夏鸣 浙江科之杰 片区经理 

105 陈湧忠 湖南科之杰 总经理助理 

106 刘金萍 湖南科之杰 营销员 

107 杨善顺 天润锦龙 副总经理 

108 庄伟超 天润锦龙 采购主办 

109 刘君秀 天润锦龙 经理 

110 陈贤锡 天润锦龙 经理助理 

111 陶玲 天润锦龙 内业技术主办 

112 张伯欣 天润锦龙 经理 

113 蔡清山 天润锦龙 副经理 

114 张能锋 天润锦龙 副经理 

115 黄观生 天润锦龙/龙岩天润 副总经理 

116 陈周顺 常青树 经理助理 

117 白莉华 工程公司 经理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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