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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如下： 

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量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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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 

1 宁群仪 董事、副总经理 200 8.66% 0.26% 

2 周晓清 董事、副总经理 100 4.33% 0.13% 

3 翟丹梅 财务总监 15 0.65% 0.02% 

4 范开勇 副总经理 35 1.52% 0.05% 

5 张熙 副总经理 50 2.17% 0.06% 

6 陈欣宇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50 2.17% 0.06% 

7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共 121 人） 
1,605 69.50% 2.08% 

首次授予小计 2,055 89.00% 2.66% 

预留限制性股票 254 11.00% 0.33% 

合计 2,309 100.00% 2.99%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含子公司）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吴悦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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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振颖 中层管理人员 

3 赵瑜 中层管理人员 

4 袁爱钧 中层管理人员 

5 王秋阳 中层管理人员 

6 谷国栋 中层管理人员 

7 周慧萍 中层管理人员 

8 管才路 中层管理人员 

9 岳超华 中层管理人员 

10 饶宏博 中层管理人员 

11 刘诚 中层管理人员 

12 眭小红 中层管理人员 

13 李鹏 中层管理人员 

14 林伟 中层管理人员 

15 谢丽南 中层管理人员 

16 陈萍萍 核心技术人员 

17 胡海兰 中层管理人员 

18 王永 核心业务人员 

19 余丽丽 中层管理人员 

20 王立河 核心技术人员 

21 程子清 核心技术人员 

22 王琴 核心业务人员 

23 李奎 核心技术人员 

24 胡进贤 核心技术人员 

25 李琳琳 核心业务人员 

26 王颐文 核心业务人员 

27 蔡大伟 核心技术人员 

28 包德刚 核心技术人员 

29 范方银 核心技术人员 

30 马良义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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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官旭明 核心业务人员 

32 李家柱 核心业务人员 

33 罗晶菲 核心业务人员 

34 李先明 核心技术人员 

35 蒋誉 核心技术人员 

36 唐现周 核心技术人员 

37 史俊标 核心技术人员 

38 朱敏 核心业务人员 

39 黄桃丽 核心技术人员 

40 李德民 核心技术人员 

41 杜强 核心技术人员 

42 陆宜 核心技术人员 

43 毛方海 核心技术人员 

44 雷乾勇 核心技术人员 

45 田丰 核心技术人员 

46 张雪娇 核心业务人员 

47 卢俊 核心业务人员 

48 汪玉冰 核心技术人员 

49 胡必伟 核心技术人员 

50 丁四平 核心技术人员 

51 徐娟 核心业务人员 

52 赵志华 核心业务人员 

53 叶丽存 核心业务人员 

54 陈经纬 核心业务人员 

55 江燕 核心业务人员 

56 熊俊杰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57 陈宇收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58 石磊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59 黄嘉华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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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孙思远 核心技术人员 

61 孙桂祥 核心技术人员 

62 孙吴强 核心技术人员 

63 葛宁 核心业务人员 

64 汤海燕 核心业务人员 

65 陆娟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66 耿伟 核心技术人员 

67 丁岚 核心技术人员 

68 张谭胜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69 邹筱雪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70 邱小惠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71 蒋春华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72 余承英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73 杨学武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74 陈金红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75 李娜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76 盛恩菊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77 杨志奋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78 刘绘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79 陈静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80 贾平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81 周娜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82 郑邦胜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83 孙阳松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84 汪波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85 赵健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86 金先锋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87 郭晓明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88 宋海威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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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徐明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90 鲍灿灿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91 张晨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92 陈乃举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93 石井艳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94 陈德明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95 刘彩莲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96 周康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97 王磊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98 周波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99 吴莉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0 陈华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1 刘自海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2 周海涛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3 王鑫磊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4 罗家毅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5 朱玉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6 王万生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7 陈菲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108 孙倩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09 葛根旺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0 邹云青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1 鲁如双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2 陈昊楠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3 曹雪霞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4 梁秋霞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5 濮阳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116 况靖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7 谢红 核心业务人员（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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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陈志宏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19 孙韬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120 刘亮 核心技术人员（子公司） 

121 储旺林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 

本名单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查通过。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