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总体情况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

总额的比例 

郑泽峰 董事、总经理 384 11.44% 0.31% 

卢醉兰 董事、副总经理 128 3.81% 0.10% 

杨农 董事 64 1.91% 0.05% 

刘渝玲 副总经理 64 1.91% 0.05% 

刘胜华 财务总监 64 1.91% 0.05% 

仲昆杰 副总经理 98 2.92% 0.08% 

王云龙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30  0.89% 0.02%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245 人） 
2,523.8398 75.21%  2.03% 

合计 252 人 3,355.8398  100.00% 2.70% 

二、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书敏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2 朱克永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 杨腊腊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王金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 杨彩霞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 王海秋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 王钰燕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8 李玉良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 林叙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 陈辉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 王炳春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 陈文亮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 叶胜昌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 刘桥桂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 许足春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 张惠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 王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 刘照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 刘仁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 陈树强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 李家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 林泽梅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 钟恒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 张秋君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25 陈旭彬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26 陈宝珊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27 马欣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28 余卫锋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29 王奕萍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0 林燕娜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1 黄悦吟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2 方秀英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3 黄正云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4 窦斌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张帮华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6 程玉丽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7 张超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王金燕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39 郑绍云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40 蔡豹海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41 罗桂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杨步锋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洪佳燕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陈翠芒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李曼纯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许佳尔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黄镇波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洪乐莹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李彦融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林宏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蔡素云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陈丹瑶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53 王丽容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54 沈虹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55 袁辉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莫运仕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张克涛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蔡洪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郑少萍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60 李林森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 王金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 陈燕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 胡潘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 刘景娥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65 周应桂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李锐群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67 许达光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68 沈奕芬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9 林景秀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 张金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1 肖昌亮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 陈瑞波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3 林顺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4 胡志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5 李妍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76 林美儿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77 黄文生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78 许烈燕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79 董丽莹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80 方瑶珍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81 杨莉莉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2 黄静毅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3 金梓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 陈逸娜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5 陈萍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6 张敬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7 黄俊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8 林泽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9 蔡玟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 许秋燕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 徐洁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2 黄妙纯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3 潘晓琼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4 许永铿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5 蔡歆苗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6 方嘉昀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7 庄园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8 周炎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9 林建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何爱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1 谢艳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 刘丽珊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3 谢宝欣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4 郑纯贞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5 陈淑超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6 吴价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7 周宏哲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8 张炳鑫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9 陈海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 李益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1 李斌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2 江灿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3 梁剑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4 吴容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5 林明珠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16 蒋浩钦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7 黄培跃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8 胡健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9 刘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 冯燕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1 曾澍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2 黄金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3 罗志辉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4 宋颖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5 李登君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6 李维斌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 王彦坤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8 邓思钱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9 王朝忠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 喻斌强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1 陈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2 曹毅斌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33 孙琦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4 李兆龙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5 何洁云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 邓炳滔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7 陈晓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8 彭心怡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9 黎子丽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李穗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1 顾龙平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2 王朝超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3 黄树平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4 夏炳锋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5 左冬冬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6 毛佳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7 徐岩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8 李昊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49 梁荣庆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0 李雪娇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1 王天恒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2 蔡键颖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3 潘俊松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4 邓展君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5 王婷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6 田文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157 梁哲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8 范芳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9 叶一转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0 陈翔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1 张文彬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2 张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3 刘宇婷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4 李小飞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5 高崇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6 黄春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7 宋瑜桦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8 张力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9 李远鑫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0 黄伟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1 吴开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2 肖旭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3 吴硕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4 廖昊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5 秦志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6 王跃智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7 袁思源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8 梁玉成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9 黄晓斌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0 杜秋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1 周妙雄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2 杨红兵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3 任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4 梁贻亮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5 徐成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6 翟常健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7 宗占山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8 朱寅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9 关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0 沈吉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1 李湛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2 周露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3 王丽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4 丁一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5 王豪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6 李文坤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7 覃国亮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8 谭健鹏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9 段文勋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李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1 郭佳宝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 易文韬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3 吴志威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4 邱艺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5 梁永瑞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6 郑庆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7 潘灿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8 李少珊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9 陈泽翔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0 方丽萍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1 陈佳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2 吴乙鸿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3 钟京晖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4 叶嘉琪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5 潘枫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6 赵康志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7 岑佳永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8 许芸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9 胡振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0 吴雪翔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1 易敬松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2 汤子莹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3 庞绍伟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4 程敏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5 覃奕霖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6 张波淼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7 甘有名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8 林智华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9 洪佳萍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0 陈志辉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1 李嘉诚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2 周伟峰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3 冯昱程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4 钟文远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5 詹玉莲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6 黄海闻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7 袁国浩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8 陈善恩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9 李秀雄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0 张力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1 唐谋成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2 张玲玉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3 郭智宇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4 冯瑞东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5 张鉴烽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