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占授予总量

比例 

标的股票占

总股本1比例 （万份） 

1 刘德威 副董事长、总裁 18 1.81% 0.05% 

2 余祥斌 

董事、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 

10 1.01% 0.03% 

3 

母公司、子公司其他中层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 93 人） 

880.6 88.63% 2.36% 

首次授予（小计） 908.6 91.45% 2.44% 

预留股份 85 8.55% 0.22% 

合计 993.6 100.00% 2.67% 

 

 

二、其他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母公司 

1 梁保善 中层管理人员 

2 梁福文 中层管理人员 

3 罗春晓 中层管理人员 

4 李锋 中层管理人员 

5 汪勤胜 中层管理人员 

6 黄若蕾 中层管理人员 

7 黄任浩 中层管理人员 

8 秦文礼 中层管理人员 

9 汪文兵 中层管理人员 

10 马小龙 中层管理人员 

11 古正奎 中层管理人员 

12 李文学 中层管理人员 

13 邓敏 中层管理人员 

14 曹钰涵 中层管理人员 

                                                             
1 截至授予日，公司总股本为 372,772,800 股。 



子公司（中京科技） 

15 刘德林 中层管理人员 

16 曾锐 中层管理人员 

17 黄生荣 中层管理人员 

18 廖慧群 中层管理人员 

19 赵耀 中层管理人员 

20 高平安 中层管理人员 

21 曾宪悉 中层管理人员 

22 盛璋 中层管理人员 

23 余小丰 中层管理人员 

24 张恩庆 中层管理人员 

25 王建和 中层管理人员 

26 刘榕华 中层管理人员 

27 余威 中层管理人员 

28 马宝华 中层管理人员 

29 刘早兰 中层管理人员 

30 张永宾 中层管理人员 

31 钱翼 中层管理人员 

32 叶汉雄 中层管理人员 

33 杨友辉 中层管理人员 

34 张慧梅 中层管理人员 

35 何鹏 中层管理人员 

36 李栋 中层管理人员 

37 邓保友 中层管理人员 

38 余助华 中层管理人员 

39 苏亚敏 中层管理人员 

40 袁军 中层管理人员 

41 王建兴 中层管理人员 

42 李小王 中层管理人员 

43 江丽霞 中层管理人员 

44 闫文飞 中层管理人员 

45 明昌敏 中层管理人员 

46 刘玮 中层管理人员 

47 石磊 中层管理人员 

48 王忠雨 中层管理人员 

49 赵志平 中层管理人员 

50 侯锦秀 中层管理人员 

51 黄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毕承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马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龙建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杨会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高秀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林建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袁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管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 符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 吴海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 于亚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 王予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 徐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5 骆天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尹梦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子公司（元盛电子） 

67 曾产 中层管理人员 

68 徐玉珊 中层管理人员 

69 陈浪 中层管理人员 

70 乔伟 中层管理人员 

71 陈玲宜 中层管理人员 

72 彭艳梅 中层管理人员 

73 郭昭 中层管理人员 

74 饶国华 中层管理人员 

75 陈科 中层管理人员 

76 朱侃 中层管理人员 

77 林均秀 中层管理人员 

78 胡高强 中层管理人员 

79 石军 中层管理人员 

80 王挺威 中层管理人员 

81 郑丽丽 中层管理人员 

82 黄超群 中层管理人员 

83 沈木火 中层管理人员 

84 覃愿 中层管理人员 

85 柳莹莹 中层管理人员 

86 李伟 中层管理人员 

87 罗志华 中层管理人员 

88 周艳 中层管理人员 

89 王英红 中层管理人员 

90 袁小珠 中层管理人员 

91 刘建军 中层管理人员 

92 周丙新 中层管理人员 

93 廖金伟 中层管理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