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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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本计划公

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1 陈亚峰 董事、常务副总裁 4 1.15% 0.05% 

2 单永祥 董事、副总裁 11 3.17% 0.14% 

3 吴汉存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9 2.59% 0.11%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150人） 281.5 81.03% 3.52% 

预留 41.9 12.06% 0.52% 

合计 347.4 100.00% 4.34% 

二、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鲍其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 曾荣慧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 陈  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 陈爱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 陈爱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 陈宝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 陈汉培 中层管理人员 

8 陈建 中层管理人员 

9 陈小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 陈新建 中层管理人员 

11 陈育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 单红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 单永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 丁兴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 丁亚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6 董  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 董德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8 窦全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9 房春荣 中层管理人员 

20 房月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1 冯殿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2 冯燕飞 中层管理人员 

23 冯玉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4 冯育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5 高炳华 中层管理人员 

26 龚红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7 顾德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8 顾海亚 中层管理人员 

29 顾锦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 顾军 中层管理人员 

31 顾勇 中层管理人员 

32 顾玉枫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3 管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4 胡卫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5 花晖 中层管理人员 

36 黄海霞 中层管理人员 

37 黄卫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8 黄仲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9 霍一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0 纪仁卫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1 姜爱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2 姜光杰 中层管理人员 

43 蒋桂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4 蒋卫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5 蒋毓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6 焦永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7 金海荣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8 康小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9 李  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0 李  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1 李  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2 李剑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3 李俊卿 中层管理人员 

54 李祝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5 刘  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6 刘广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7 刘胜召 中层管理人员 

58 刘相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9 罗世英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0 罗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1 骆  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2 倪  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3 牛亮 中层管理人员 

64 戚杜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5 钱桂如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 秦霆 中层管理人员 

67 邱  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8 邱  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9 瞿保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0 任晓磊 中层管理人员 

71 沙林荣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 沈菜平 中层管理人员 

73 沈海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 沈永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5 沈玉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6 沈祝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7 施徽 中层管理人员 

78 史海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9 束美铃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0 宋意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1 宋媛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2 孙  宾 中层管理人员 

83 孙旭峰 中层管理人员 

84 唐爱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5 唐建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6 唐建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7 汪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 王  陈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9 王波 中层管理人员 

90 王锋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1 王海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2 王海波 中层管理人员 

93 王佳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4 王江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5 王强 中层管理人员 

96 王书荣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7 王文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8 王永桃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9 王勇 中层管理人员 

100 韦剑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1 韦自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2 吴建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3 吴明干 中层管理人员 

104 吴永道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 肖广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6 徐  荣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7 徐  鑫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 徐静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9 徐勤耀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0 徐作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1 薛新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2 杨  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3 杨  庆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4 杨  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5 杨春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6 杨存根 中层管理人员 

117 杨为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8 杨玉所 中层管理人员 

119 姚冬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0 姚金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1 姚俊生 中层管理人员 

122 叶  茂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3 殷卫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4 于志同 中层管理人员 

125 郁正军 中层管理人员 

126 袁婧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7 周  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8 袁中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9 张海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0 张海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1 张旭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2 张真全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3 张正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4 赵爱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5 周  振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6 周从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7 周星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8 朱  健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9 朱  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0 朱春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1 朱国旺 中层管理人员 

142 朱建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3 朱锦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4 朱良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5 朱茂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6 朱美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7 朱庆成 中层管理人员 

148 朱卫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9 朱晓燕 中层管理人员 

150 朱友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1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