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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出权益分配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岗位 
授予股权数 

（万份） 
占授予总量比例 占股本总额比例 

1 李世平 董事长 60 2.56% 0.02% 

2 刘建荣 副董事长 55 2.35% 0.02% 

3 张永生 董事 50 2.13% 0.02% 

4 卢学云 副总裁 50 2.13% 0.02% 

5 谢志雄 高级副总裁 45 1.92% 0.02% 

6 皮丽珍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45 1.92% 0.02% 

7 程晓文 副总裁 40 1.71% 0.02% 

8 郭亮 副总裁 40 1.71% 0.02% 

9 郭利荣 财务负责人 20 0.85% 0.01% 

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128 人） 1,939 82.72% 0.80% 

合计 2,344 100.00% 0.97% 

注：上表中若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张启敏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65 俞光荣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2 旷高峰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66 郑继平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3 寿耀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7 张沛亮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4 王少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8 林晏民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5 吴剑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9 黄合生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6 李国权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0 刘志明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7 戴文笠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1 曾令宇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8 李怀东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2 万翔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9 江业泰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3 林伟忠 核心技能技术人员 

10 黎智明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4 何智荣 核心技能技术人员 



 

2 

 

11 余国兵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5 林淡群 核心技能技术人员 

12 郭同铀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6 李圭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3 万越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7 胡春晖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4 肖命冬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8 陈博东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15 王育鹏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79 陈锡通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16 丘文生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0 张铁梁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17 王明根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1 陈国忠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18 肖伟良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2 董华文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19 谢文贤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3 柏德春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20 张少忠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4 王㭎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21 廖天阳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5 程海生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22 唐国旺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6 刘钦伟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23 石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7 姚鸿波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24 林欣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8 陶瑞基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25 胡明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89 危中良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26 曹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0 张达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27 蒋弦弋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1 郑建忠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28 邵剑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2 王才仁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29 凌云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3 郑团星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30 周邦连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4 陈烨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31 郭海山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5 陈章泉 核心技能技术人员 

32 陈智武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6 刘轲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33 陈贺宏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7 叶祖新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34 包锋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8 齐亮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35 宋建勤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99 黄春旭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36 王燊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0 郭金林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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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周杰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1 张旭新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38 李彬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2 程丁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39 曾赞喜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3 杨康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40 邹宇宏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4 柯世禹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41 邓增广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5 孙昌裔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42 夏长松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6 寻忠忠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43 余游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7 张志明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44 曾宗浪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8 刘克辉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45 王忠连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09 罗廷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赖伟东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0 陈雄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李剑虹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1 王学志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48 孙普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2 吴剑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姜百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3 彭海儿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李建东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4 邓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丁克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5 文五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邱雄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6 徐学锋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53 庄庆辉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7 郑会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姜海军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8 李天林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55 刘耀辉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19 吴忠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56 古孟文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0 何矿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周逵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1 刘晓伟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58 刘金波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2 陈听雨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59 刘友军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3 周小兵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60 陈志英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4 蒋国强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61 陈亮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5 罗祯伟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62 钟寿军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6 胡占民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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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黄铸铭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7 胡柏上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64 覃光忠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 128 刘年富 核心专业技术人员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