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 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份总额

的比例 

胡文强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6.00 0.91% 0.01% 

梁昭平 副总经理 15.00 2.28% 0.04% 

刘巨宏 副总经理 8.00 1.22% 0.02% 

刘爱玲 副总经理 8.00 1.22% 0.02% 

徐健 董事会秘书 5.00 0.76% 0.01% 

中级管理人员、营销骨干、

核心技术人员（218 人） 
614.70 93.60% 1.52% 

合计（223 人） 656.70 100.00% 1.62%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的 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份

总额的 10%。 

2、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 

二、 营销骨干、核心技术人员、中级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章国志 营销骨干 

2 邓华斌 营销骨干 

3 梁照伟 营销骨干 

4 王政富 营销骨干 

5 薛素强 营销骨干 

6 余静菲 营销骨干 

7 何玉站 营销骨干 

8 李海兵 营销骨干 

9 林培豪 营销骨干 

10 王朝晖 营销骨干 

11 补渡成 营销骨干 

12 胡凤领 营销骨干 

13 刘庚明 营销骨干 



14 唐旭麒 营销骨干 

15 朱玉龙 营销骨干 

16 孙建涛 营销骨干 

17 刘英丛 营销骨干 

18 徐雷 营销骨干 

19 石晓刚 营销骨干 

20 刘延麟 营销骨干 

21 阚彦东 营销骨干 

22 吕品 营销骨干 

23 庄春平 营销骨干 

24 宋永臣 营销骨干 

25 徐兆强 营销骨干 

26 欧阳焕强 营销骨干 

27 姜晓刚 营销骨干 

28 韩明宝 营销骨干 

29 孙飞 营销骨干 

30 智振强 营销骨干 

31 马龙 营销骨干 

32 陈朋 营销骨干 

33 雎庆福 营销骨干 

34 崔怀利 营销骨干 

35 王普森 营销骨干 

36 刘国柱 营销骨干 

37 邓晓辉 营销骨干 

38 张悦强 营销骨干 

39 李海龙 营销骨干 

40 喻兴满 营销骨干 

41 白哲永 营销骨干 

42 戴志增 营销骨干 

43 姚秀刚 营销骨干 

44 魏小国 营销骨干 

45 张士军 营销骨干 

46 贾圣杰 营销骨干 

47 杨才 营销骨干 

48 冯明波 营销骨干 

49 宋景国 营销骨干 

50 宋师伦 营销骨干 

51 赵红艳 营销骨干 

52 李志明 营销骨干 



53 苏相亭 营销骨干 

54 单德干 营销骨干 

55 李云峰 营销骨干 

56 吕国昌 营销骨干 

57 王焕胜 营销骨干 

58 国洪宽 营销骨干 

59 纵瑞强 营销骨干 

60 白永胜 营销骨干 

61 许少斌 营销骨干 

62 王加源 营销骨干 

63 王元均 营销骨干 

64 李玉华 营销骨干 

65 吴永鹏 营销骨干 

66 郝尚韬 营销骨干 

67 陈家锃 营销骨干 

68 郑立斌 营销骨干 

69 李建丽 营销骨干 

70 宋思利 营销骨干 

71 李玉琦 营销骨干 

72 王士山 营销骨干 

73 宋勇 营销骨干 

74 马山野 营销骨干 

75 黎松 营销骨干 

76 刘军鹏 营销骨干 

77 曹苏林 营销骨干 

78 王力锋 营销骨干 

79 石建立 营销骨干 

80 龚现珠 营销骨干 

81 黄琳 营销骨干 

82 韩岗 营销骨干 

83 汤继浪 营销骨干 

84 戴新强 营销骨干 

85 郭波 营销骨干 

86 王珂 营销骨干 

87 李刚 营销骨干 

88 李向超 营销骨干 

89 朱道路 营销骨干 

90 温涛 营销骨干 

91 劳秀杰 营销骨干 



92 尤永君 营销骨干 

93 李丽 营销骨干 

94 李志华 营销骨干 

95 孙跃鹏 营销骨干 

96 倪娜 营销骨干 

97 赵亚荣 核心技术人员 

98 杨保收 核心技术人员 

99 付旭彬 核心技术人员 

100 郁宏伟 核心技术人员 

101 车艳杰 核心技术人员 

102 王丹娜 核心技术人员 

103 刘海霞 核心技术人员 

104 苏建东 核心技术人员 

105 吕茂杰 核心技术人员 

106 李亚杰 核心技术人员 

107 张桂红 核心技术人员 

108 康亚男 核心技术人员 

109 丁旭娜 核心技术人员 

110 赵锐 核心技术人员 

111 何平有 核心技术人员 

112 唐荣宏 核心技术人员 

113 刘云涛 核心技术人员 

114 张永欣 核心技术人员 

115 段进坤 核心技术人员 

116 廖丽晶 核心技术人员 

117 聂丽娜 核心技术人员 

118 孟小宾 核心技术人员 

119 栗栖凤 核心技术人员 

120 刘桂兰 核心技术人员 

121 李梁 核心技术人员 

122 吕晓静 核心技术人员 

123 李亚玲 核心技术人员 

124 黄松 核心技术人员 

125 张朋丽 核心技术人员 

126 张晓鹏 核心技术人员 

127 史德胜 核心技术人员 

128 杨莹莹 核心技术人员 

129 王娟 核心技术人员 

130 孙金国 中级管理人员 



131 高崧 中级管理人员 

132 李姗姗 中级管理人员 

133 佟秋月 中级管理人员 

134 徐琼 中级管理人员 

135 何轶馨 中级管理人员 

136 杨丽欣 中级管理人员 

137 闫强寅 中级管理人员 

138 孙长友 中级管理人员 

139 张文 中级管理人员 

140 齐君 中级管理人员 

141 李程 中级管理人员 

142 高鹏达 中级管理人员 

143 马春良 中级管理人员 

144 关浩然 中级管理人员 

145 高华义 中级管理人员 

146 马茜 中级管理人员 

147 朱秀同 中级管理人员 

148 吴雅清 中级管理人员 

149 赵玉龙 中级管理人员 

150 刘浩 中级管理人员 

151 刘涛 中级管理人员 

152 马明 中级管理人员 

153 张晓芹 中级管理人员 

154 阎彩丽 中级管理人员 

155 马玉明 中级管理人员 

156 冯敬敬 中级管理人员 

157 刘  平 中级管理人员 

158 高景卫 中级管理人员 

159 罗红霞 中级管理人员 

160 庞淑梅 中级管理人员 

161 杨宇龙 中级管理人员 

162 王斌 中级管理人员 

163 叶贺佳 中级管理人员 

164 朱杰 中级管理人员 

165 任培森 中级管理人员 

166 张艳 中级管理人员 

167 刘帅 中级管理人员 

168 吕文静 中级管理人员 

169 孙莹莹 中级管理人员 



170 李爱娟 中级管理人员 

171 杨满良 中级管理人员 

172 陈清平 中级管理人员 

173 王铭宏 中级管理人员 

174 吴祖彰 中级管理人员 

175 林子川 中级管理人员 

176 张登欧 中级管理人员 

177 屈晓健 中级管理人员 

178 李移民 中级管理人员 

179 罗澄清 中级管理人员 

180 杨玲 中级管理人员 

181 吴东林 中级管理人员 

182 王存亮 中级管理人员 

183 朱晓春 中级管理人员 

184 陈耀兵 中级管理人员 

185 吴芳芳 中级管理人员 

186 张炜 中级管理人员 

187 曹贵东 中级管理人员 

188 胡文亮 中级管理人员 

189 于飞 中级管理人员 

190 赵业明 中级管理人员 

191 荆恩义 中级管理人员 

192 郝军明 中级管理人员 

193 彭菲菲 中级管理人员 

194 刘亚洲 中级管理人员 

195 田琴 中级管理人员 

196 胡完花 中级管理人员 

197 马雁飞 中级管理人员 

198 郗宏波 中级管理人员 

199 高先军 中级管理人员 

200 李晓兵 中级管理人员 

201 张少华 中级管理人员 

202 张海斌 中级管理人员 

203 夏雪林 中级管理人员 

204 马金辉 中级管理人员 

205 李娟 中级管理人员 

206 邹蕊莉 中级管理人员 

207 罗福 中级管理人员 

208 邢健 中级管理人员 



209 李治国 中级管理人员 

210 刘建 中级管理人员 

211 孙晖 中级管理人员 

212 李凡忠 中级管理人员 

213 王琦 中级管理人员 

214 廖凌云 中级管理人员 

215 刘江华 中级管理人员 

216 王舜基 中级管理人员 

217 凌同 中级管理人员 

218 孙喜良 中级管理人员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