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获授预留权益的激励对象名单 

 

一、 预留股票期权 

1、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预留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占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

员（67 人） 
210 100.00% 0.19% 

2、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郝亚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 许勃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 徐云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 杨海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 李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 张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 徐滋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 张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 赵海潮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 黄晓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 刘志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 刘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 杨武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 马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 刘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6 杨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 陈世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 王颖初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9 王婷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 张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1 郭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 苗龙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 孙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4 李慧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 娄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6 梁宁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7 税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8 梁志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9 梁志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 曾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1 闫晓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2 吴昆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 李成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4 肖洪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5 袁小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6 张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7 熊跃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8 陈宏英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9 贾芒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 安琪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1 王喜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2 朱丹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3 陈毅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4 朱娜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5 李一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6 丁石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7 张秋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8 张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9 赵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 丁向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1 白晓亮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2 钟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3 李明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4 赵宏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5 张维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6 代海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7 黄南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8 张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9 党素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 张和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1 李瑾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2 高雪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3 赵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4 赖宝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5 张萍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6 杨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7 朱溢镕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二、 限制性股票 

1、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预留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人员（37 人） 
100 100% 0.09% 

2、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黄树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 邱辉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 姜建卫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 付永晖 核心管理人员 

5 祝华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 王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 罗忠慧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 江峡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 武学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 张伽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 王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 王文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 杨程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 齐鸿儒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 张振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6 易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 陈晓峰 核心管理人员 

18 吕思翔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9 高英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 李全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1 吕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 周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 周杨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4 万祖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 许盼攀 核心管理人员 

26 魏宏钵 核心管理人员 

27 杨志 核心管理人员 



28 杨相传 核心管理人员 

29 陈旭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 杨敏 核心管理人员 

31 张鑫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2 苏文庆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 洪涛 核心管理人员 

34 梁晓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5 黄冬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6 罗任煌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7 仲昭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