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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周和华 董事、总经理 32 5.6497% 0.1948% 

金小汉 董事、副总经理 19.2 3.3898% 0.1169% 

刘桥喜 董事、副总经理 19.2 3.3898% 0.1169% 

郑海江 董事、财务负责人 12.8 2.2599% 0.0779% 

冉华周 
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 
12.8 2.2599% 0.0779% 

核心技术、业务、管理人员 

97人 
470.4 83.2402% 2.8635% 

合计 566.4 100.0000% 3.4479%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核心技术、业务、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硕 核心管理人员 

2 徐卓强 核心技术人员 

3 王波 核心技术人员 

4 田武平 核心技术人员 

5 黄荣强 核心技术人员 

6 周波 核心技术人员 

7 郎代志 核心技术人员 

8 李凤华 核心技术人员 

9 丁明洋 核心技术人员 

10 周斌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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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崔少鹏 核心技术人员 

12 程家林 核心技术人员 

13 曾强贵 核心技术人员 

14 罗春虎 核心技术人员 

15 谭星燕 核心技术人员 

16 彭博 核心技术人员 

17 马运欣 核心技术人员 

18 张露 核心技术人员 

19 刘洪 核心技术人员 

20 袁培颂 核心技术人员 

21 刘勇 核心技术人员 

22 刘斌 核心技术人员 

23 胡支森 核心技术人员 

24 周福祥 核心业务人员 

25 马伟 核心业务人员 

26 冯潇 核心业务人员 

27 谭海燕 核心业务人员 

28 丁伟刚 核心业务人员 

29 梁耀斌 核心业务人员 

30 赵亮 核心业务人员 

31 魏彦 核心业务人员 

32 李勇 核心业务人员 

33 单强华 核心业务人员 

34 李波 核心业务人员 

35 涂应东 核心业务人员 

36 程小苹 核心业务人员 

37 张苏东 核心业务人员 

38 杨菁菁 核心业务人员 

39 向燕君 核心业务人员 

40 董钟声 核心业务人员 

41 周方方 核心业务人员 

42 涂山英 核心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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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熊应淋 核心管理人员 

44 胡慧平 核心管理人员 

45 邹小龙 核心管理人员 

46 刘杰 核心管理人员 

47 叶立霞 核心管理人员 

48 李倩 核心管理人员 

49 肖文波 核心管理人员 

50 邓中田 核心管理人员 

51 刘航 核心技术人员 

52 胡南华 核心业务人员 

53 代光源 核心业务人员 

54 廖联科 核心技术人员 

55 刘炽 核心技术人员 

56 秦仔龙 核心技术人员 

57 黄伟 核心技术人员 

58 邱勇 核心技术人员 

59 张永亮 核心技术人员 

60 李文斌 核心技术人员 

61 舒鑫 核心技术人员 

62 袁春明 核心管理人员 

63 张胜利 核心管理人员 

64 那峙庆 核心技术人员 

65 王振刚 核心技术人员 

66 边帅 核心技术人员 

67 王帅军 核心技术人员 

68 郑凯 核心技术人员 

69 王帅 核心技术人员 

70 李乐 核心技术人员 

71 章帅 核心技术人员 

72 孟敏 核心管理人员 

73 宁立远 核心管理人员 

74 孙晓兴 核心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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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庄鹏 核心业务人员 

76 张文 核心业务人员 

77 毛梦梦 核心业务人员 

78 孙申厚 核心技术人员 

79 朱先国 核心技术人员 

80 韩星 核心技术人员 

81 王春晓 核心技术人员 

82 张宏 核心技术人员 

83 李观红 核心技术人员 

84 夏庆鸿 核心技术人员 

85 王波 核心管理人员 

86 申丙丙 核心管理人员 

87 方雨 核心管理人员 

88 沈亚坤 核心管理人员 

89 魏昭平 核心管理人员 

90 王新斌 核心管理人员 

91 杜亚 核心管理人员 

92 胡世强 核心管理人员 

93 贺光英 核心管理人员 

94 康海东 核心技术人员 

95 陈明容 核心管理人员 

96 张翠芬 核心管理人员 

97 林键 核心管理人员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