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华贸物流第二期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宇 董事、总经理 31 胡健华 财务部 

2 孙晋 董事、副总经理 32 谭颖 财务部 

3 蔡显忠 副总经理 33 万晓颖 财务部 

4 刘庆武 副总经理 34 邵敏喆 审计部 

5 于永乾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35 陈亮 战略运营管理部 

6 蒋波 副总经理 36 张喆 人力资源部 

7 曾勇 总部 37 陈璞炜 党群工作部 

8 任亮 总部 38 孟洁凤 综合管理部 

9 林雁青 人力资源部 39 吴灏 华东一区 

10 朱韧骏 人力资源部 40 王叶 华东一区 

11 王宝瑜 总经理办公室 41 张键 上海海运/宁波子公司 

12 赵秋雯 总经理办公室 42 费佳 上海海运 

13 曾志 投资发展部 43 赵瑾 上海海运 

14 刘永健 财务部 44 邓骁巍 上海海运 

15 徐颖 财务部 45 仲逸平 上海海运 

16 胡佳婵 投资发展部 46 叶海钧 上海海运 

17 张世炜 审计部 47 潘欣荣 上海海运 

18 张博 纪检监察部 48 袁茂水 上海海运 

19 焦志明 信息技术部 49 吴国伟 上海海运 

20 黄静如 营销 50 李航 上海海运 

21 方伟微 铁路 51 张柳 上海海运 

22 夏思思 铁路 52 陈寿清 上海空运 

23 顾菊红 海外 53 张音 上海空运 

24 曹悦 海外 54 郑玲 上海空运 

25 高洁 海外 55 黄嘉蓉 上海空运 

26 李锐 董事会办公室 56 吴佳琳 上海空运 

27 刘小辉 信息技术部 57 唐敏洁 上海空运 

28 詹宏西 信息技术部 58 杨晓春 上海空运 

29 忻雯琪 财务部 59 陆牧骏 上海空运 

30 马建新 财务部 60 周刚 上海空运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61 尹俊军 上海空运 91 李蔚佳 南京分公司 

62 董晓川 上海工程 92 刘引妤 南京分公司 

63 周家健 上海工程 93 吴佳 南京分公司 

64 黄琳 上海工程 94 张德林 南京分公司 

65 李皓 上海工程 95 单岺 南京分公司 

66 孙志炎 上海工程 96 童星 合肥分公司 

67 任佶 杭州分公司 97 林晓 合肥分公司 

68 夏翔 杭州分公司 98 江敏 合肥分公司 

69 孙春芬 杭州分公司 99 单雪丽 合肥分公司 

70 张慧 杭州分公司 100 戴育明 常州分公司 

71 孙一帆 杭州分公司 101 张平 常州分公司 

72 朱宏伟 苏州分公司 102 葛辉 常州分公司 

73 刘岚 苏州分公司 103 陈龙举 扬州分公司 

74 庞智斌 宁波子公司 104 徐丽娟 扬州分公司 

75 曹海霞 宁波子公司 105 陈雷 南通分公司 

76 周筠 宁波子公司 106 崔菁 南通分公司 

77 夏其雷 宁波子公司 107 黄若山 华南香港区 

78 赵勇 宁波子公司 108 胡志波 华南香港区 

79 王凤燕 宁波分公司 109 范春生 华南香港区 

80 项红春 宁波分公司 110 许鹭岩 厦门分公司 

81 叶迪庆 宁波分公司 111 卢娜婷 厦门分公司 

82 韩娇 宁波分公司 112 赖城明 厦门分公司 

83 吴琼 宁波分公司 113 王虹虹 厦门分公司 

84 刘云峰 华东二区 114 林立 厦门分公司 

85 陈凯东 南京分公司 115 曾斌 厦门分公司 

86 章道纯 南京分公司 116 何亮 厦门分公司 

87 孙晓玫 南京分公司 117 张珊娜 厦门分公司 

88 王淑娟 南京分公司 118 蔡艺斌 厦门分公司 

89 朱俊超 南京分公司 119 蒋琼妮 厦门分公司 

90 陆琴 南京分公司 120 包丽雯 厦门分公司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21 蓝航 厦门分公司 152 朱宝山 广州分公司 

122 郭迎新 厦门分公司 153 阮扬帆 广州分公司 

123 来舒筠 厦门分公司 154 黄晓茹 广州分公司 

124 张少强 香港华贸 155 刘喆 华北区 

125 蔡伟俊 香港华贸 156 王亚南 北京分公司 

126 林拥德 香港华贸 157 王淼 北京分公司 

127 林金玉 香港华贸 158 贾磊 北京分公司 

128 蔡昭仪 香港华贸 159 张瑱悦 北京分公司 

129 骆励发 香港华贸 160 姜少华 北京分公司 

130 英展强 香港华贸 161 刘家忠 北京分公司 

131 黄莉娜 香港华贸 162 王岳 北京分公司 

132 刘惠敏 香港华贸 163 吕杰 青岛分公司 

133 李世昶 香港业务部 164 田春玲 青岛分公司 

134 陈寿高 香港业务部 165 王兆杰 青岛分公司 

135 许雯 深圳供应链 166 刘峰 青岛分公司 

136 黄坚 深圳供应链 167 潘辉 郑州分公司 

137 陈宇生 香港业务部 168 卢超峰 郑州分公司 

138 肖朝旭 深圳供应链 169 曹慧玲 郑州分公司 

139 黄家旺 深圳供应链 170 王俊 济南分公司 

140 焦明 深圳分公司 171 张琛琛 济南分公司 

141 赖振忠 深圳分公司 172 刘赢 天津分公司 

142 陈小琪 深圳分公司 173 刘志刚 天津分公司 

143 史岚 深圳分公司 174 张丽 天津分公司 

144 柯正兴 深圳分公司 175 乔军 中西部区域 

145 邢斌 深圳分公司 176 吴茉莉 无锡分公司 

146 王舰 深圳分公司 177 章妍 无锡分公司 

147 朱莎 深圳分公司 178 宋婷 无锡分公司 

148 冯小明 深圳分公司 179 魏璜 无锡分公司 

149 易慧 深圳分公司 180 彭建忠 无锡分公司 

150 钟永良 广州分公司 181 殷燕娜 无锡分公司 

151 林诗翔 广州分公司 182 石岗 无锡分公司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83 周伟 无锡分公司 215 周熠俊 德祥 

184 王海涛 重庆分公司 216 翟天星 德祥 

185 石磊 重庆分公司 217 沈琦 德祥 

186 曹晓莉 重庆分公司 218 邬永其 美国 

187 况璟 重庆分公司 219 左玉晨 德国 

188 涂俊 成都分公司 220 张军 美国洛杉矶 

189 杨筱欣 成都分公司 221 郭锡文 中特 

190 黄倩 成都分公司 222 郭文军 中特 

191 常媛 成都分公司 223 陈赐年 中特 

192 胡寒冰 武汉分公司 224 欧阳兵 中特 

193 魏江涛 武汉分公司 225 杨刚 中特 

194 唐薇 武汉分公司 226 熊中文 中特 

195 石莉芬 武汉分公司 227 陈正权 中特-湖南电力 

196 秦从荣 西安分公司 228 李映群 中特 

197 高飞 西安分公司 229 高尊军 中特-湖南电力 

198 芦跃秀 西安分公司 230 郑艳召 中特-湖南电力 

199 曲轶 大连分公司 231 熊玉峰 中特-湖南电力 

200 张月平 大连分公司 232 张文岳 中特-湖南电力 

201 冉庆友 黑龙江 233 谢兴国 中特-湖南电力 

202 朱红 黑龙江 234 杨清 中特 

203 殷波 上海高投 235 汤毅 中特-铁兴建设 

204 周春成 北京工程 236 戴宝红 中特-铁兴建设 

205 韩晶 北京工程 237 黄剑波 中特-国际物流 

206 汪德骏 德祥 238 刘泗宗 中特-国际物流 

207 侯英津 德祥 239 徐特清 中特-国际物流 

208 杨建萍 德祥 240 杨精刚 中特-湖南电力 

209 陈静 德祥 241 姚彬 中特-铁兴建设 

210 俞斌 德祥 242 贾春生 中特-广西建特沥青 

211 吴玉蓉 德祥 243 王雨 中特-铀业物流 

212 秦文华 德祥 244 陈立新 中特-铀业物流 

213 张琰 德祥 245 刘乐 中特 

214 裴庆 德祥 246 周俊波 中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