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一）股票期权 

职务 
拟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拟授予期

权总数的比

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63 人） 
467.2519 93.45% 0.35% 

预留 32.7481 6.55% 0.02% 

合计 500.00 100.00% 0.38% 

 

（二）限制性股票 

职务 
拟授予数量 

股（万股） 

占拟授予

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本公司之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6人） 
467.2519 93.45% 0.35% 

预留 32.7481 6.55% 0.02% 

合计 500.00 100% 0.38% 

 

 

二、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名单 

 

（一）股票期权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 职务 

1 程茵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2 周云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3 宋力毅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4 吴尚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5 刘斌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6 王华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7 张召宇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8 郭彬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9 刘振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10 鲁晓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策略中心总经理 

11 王珊珊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12 张铭洋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3 翟靖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4 王静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5 陈迪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总监 

16 宦荣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高级财务经理 

17 崔继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8 杨佳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副总监 

19 邹娜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公关总监 

20 赵梓清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21 宋丽娜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22 易娟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23 乔志诚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经理 

24 陆骏毅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运营副总经理 

25 张友鹏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26 张雁飞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27 郑川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中心总经理 

28 张小栋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中心总经理 

29 张瀚中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中心副总经理 

30 李天居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中心副总经理 

31 乔琨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爱创盛世总经理 

32 鲁达光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爱创盛世副总经理 

33 曹宇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中心副总经理 

34 张孟隆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中心副总经理 

35 段维娜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内容营销副总经理 

36 崔群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副总经理 

37 周春燕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办副总经理 

38 陈卓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编辑 

39 沈楠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编辑 

40 潘灏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1 唐若磊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2 黄彬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43 黄晓初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总监 

44 吕喆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编 

45 王云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46 吴剑乔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策划部总监 

47 张彬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48 张宁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49 孙俊环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财务总经理 

50 耿帅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51 耿贺梅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样本技术中心总经理 

52 范长川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53 姚志国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54 张国玲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媒介总监 

55 于滨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法务总监 

56 张海杰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57 张红艳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人事总监 

58 程军 北京派瑞威行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59 周筱荃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总监 

60 李彦桦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高级策划总监 

61 张行波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高级创意总监 

62 郑世荣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创意群总监 

63 严娟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二）限制性股票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 职务 

1 程茵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2 周云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3 宋力毅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4 吴尚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5 刘斌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6 王华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7 张召宇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8 郭彬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9 刘振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10 鲁晓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策略中心总经理 

11 王珊珊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12 张铭洋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3 翟靖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4 王静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5 陈迪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总监 

16 宦荣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高级财务经理 

17 崔继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18 杨佳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副总监 

19 邹娜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公关总监 

20 赵梓清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21 宋丽娜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22 易娟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23 乔志诚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经理 



24 陆骏毅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运营副总经理 

25 周日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26 李志磊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27 詹伟锋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28 金晓霞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29 乔琨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爱创盛世总经理 

30 鲁达光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爱创盛世副总经理 

31 武卫强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兼总编辑 

32 袁涛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副总裁、总经理 

33 陈卓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编辑 

34 沈楠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编辑 

35 潘灏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6 唐若磊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7 黄彬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38 黄晓初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总监 

39 吕喆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编 

40 王云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41 吴剑乔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策划部总监 

42 张彬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43 江涛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 

44 熊英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 

45 郑直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总经理 

46 姚志国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47 张国玲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媒介总监 

48 于滨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法务总监 

49 张海杰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50 张红艳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人事总监 

51 程军 北京派瑞威行广告有限公司 副总裁 

52 周筱荃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总监 

53 李彦桦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高级策划总监 

54 张行波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高级创意总监 

55 郑世荣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创意群总监 

56 严娟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