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本次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共 204 人，可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 472.5万份，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岗位/职务 

1 彭强 董事、副总经理 

2 唐建设 董事、副总经理 

3 刘云强 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长 

3 彭林 证券部部长 

4 曾莉 审计部部长 

5 肖勇 法务部副部长 

6 李映勤 集团办副主任 

7 王灿 助理 

8 张坎 项目部主管 

9 李鹏 人力资源主管 

10 邓宏艳 人力资源主管 

12 陈敏 出纳 

13 夏敬群 会计 

14 许春圣 会计 

15 胡劼 会计 

16 何钰频 会计 

17 张天明 营运部部长 

18 张赛英 计划专员 

19 江艺玲 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20 贺舜利 销售文员 

21 包安琴 销售文员 

22 蔡芹 销售文员 

23 李建强 省区主任 



24 陈文勇 销售经理 

25 王文贵 销售经理 

26 谭小文 省区主管 

27 熊江 省区主管 

28 王杰耿 销售经理 

29 曾国焱 省区主管 

30 郭文强 销售经理 

31 陈武军 销售经理 

32 彭毅 省区主管 

33 余波 销售经理 

34 蔡欢 销售经理 

35 马南州 省区主管 

36 文龙 销售经理 

37 周斌 销售经理 

38 陈晓东 省区主管 

39 谢英桃 销售经理 

40 肖子为 销售经理 

41 邓联国 销售经理 

42 黄坪 销售经理 

43 彭新 销售经理 

44 王小华 省区主任 

45 何书强 省区主任 

46 聂宁 省区主任 

47 胡忠林 省区主任 

48 王雷 省区主任 

49 张永可 省区主任 

50 高福正 销售经理 

51 叶国君 销售经理 

52 孙绮徽 销售经理 

53 黄泽兵 省区主管 

54 高亚平 销售经理 

55 陶鸽 销售经理 

56 肖潇 销售经理 



57 刘华 销售经理 

58 谭国帅 销售经理 

59 刘小庆 多媒体专员 

60 王漾 外派管理人员 

61 马代源 会计 

62 周荣湘 清退办专干 

子公司激励对象 

63 贺坤 总经理 

64 邓文华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65 戴文强 副总经理 

66 王春华 副总工程师、技术部部长 

67 马伟君 技术部副部长 

68 张亚平 技术部副部长 

69 张君 技术主管 

70 唐雪平 技术主管 

71 吴奇钢 技术主管 

72 秦荣育 技术主管 

73 陈平 技术主管 

74 吴上 技术员 

75 王林军 部长（检修） 

76 呙稳 技术员（检修） 

77 彭壮 技术员（检修） 

78 赵正兴 商务部主管 

79 王林荃 技术员 

80 郭鑫 标准化专员 

81 刘宇 投标处处长 

82 贺诗华 质量处助理 

83 罗建兴 售后处处长 

84 曾益辉 采购处副处长 

85 李皓 生产部部长 

86 刘奎 设备主管 

87 罗冠军 工艺室主任 

88 汤治国 生产部副部长 



89 刘焕彬 车间主任 

90 唐平 车间助理 

91 曾柳柯 质量处进厂检验员 

92 黄强 车间副主任 

93 刘劲松 车间主任 

94 杨志海 车间主任 

95 张顺 车间副主任 

96 高志平 采购员 

97 李俊民 总工程师 

98 欧献军 常务副总经理 

99 张建成 技术二部部长 

100 蒋海军 设备管理部部长 

101 罗小冬 技术一部部长 

102 宋文典 技术一部一次设计主管 

103 刘国忠 研发工程师 

104 赵海波 研发工程师 

105 杨杰 一次设计员 

106 李科峰 一次设计员 

107 刘斯乐 技术二部一次设计主管 

108 杨伟 设计工程师 

109 罗勇 一次设计员 

110 费超 二次设计员 

111 沈伶俐 二次设计员 

112 李亮 二次设计主管 

113 刘灿 市场部副部长 

114 严启 市场部部长 

115 高铁军 会计 

116 唐凌利 质量部部长 

117 陈伟 出厂检验主管 

118 成耀文 加工事业部部长 

119 罗胜 产品事业部部部长 

120 田东成 产品事业部计划调度室主管 

121 曾亚伟 机加质检组长 



122 刘功斌 数车工 

123 邓林军 产品事业部三车间主任 

124 邹骞 工艺部主管 

125 彭威翰 客服工程师 

126 陶新明 加工事业部油漆车间主任 

127 郑伯云 高级焊接技工 

128 文伟 总经理 

129 邹斌 常务副总经理 

130 刘孝恩 副总经理 

131 罗满勤 副总工程师 

132 王竞辉 总经理助理 

133 柳玮 设备管理员 

134 罗明 工程部部长 

135 龙鼎 售后部部长 

136 谢国强 采购部部长 

137 姚泽 生产部部长 

138 廖超 车间主任 

139 刘为 车间工艺及设备主管 

140 李建波 钣金技术负责人 

141 赵凌鹏 工程师 

142 郭云高 工艺主管 

143 陈枝学 工艺主管 

144 张帅 高级焊接技工 

145 黄新闻 总经理 

146 张哲 副总经理 

147 余庄平 副总经理 

148 严健 副总经理 

149 邓化龙 副总经理 

150 王灿 财务部部长 

151 曾光 销售部部长 

152 刘会明 销售员 

153 汪洋 售后服务工程师 

154 曾水新 技术中心主任 



155 王海军 质检员 

156 黄振明 物资部部长 

157 余彬 车间主任 

158 唐祥明 总经理 

159 曾翔 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长 

160 陈梦浩 办公室主任 

161 方冲 计划经营部副主任 

162 杨波 输电部主任 

163 高一静 输电部副主任 

164 李洪松 变电部主任 

165 章卫红 变电部副主任 

166 肖明霞 变电部设总 

167 罗易刚 配电部主任工程师 

168 霍鹏 配电部主任 

169 张小飞 配电部副主任 

170 孙楠 变电部主设 

171 吴辉 变电部主设 

172 郭世民 新疆分公司副经理 

173 李朝霞 总包部员工 

174 彭良超 总包部主任 

175 张国欣 云南分公司经理 

176 方力 总包部项目经理 

177 陈求福 技经中心主任 

178 王文峰 计划经营部主任 

179 余婧琳 技经中心采购专责 

180 廖蕾磊 技经中心概预算专责 

181 王星 湖南分公司经理 

182 龚晓龙 计划经营部市场经理 

183 罗俊卓 总包部副主任 

184 戴威 贵州分公司副经理 

185 李果 总经理助理 

186 肖一哲 国际事业部副主任 

187 陶俊 国际事业部副主任 



188 李西 总经理 

189 张锋 副总经理 

190 雷海兵 副总经理 

191 谢勇 总经理助理 

192 杜登鸣 电力事业部主管 

193 张旭 开发经理 

194 杨金龙 电气工程师 

195 刘立业 采购主管 

196 雷波 总经理 

197 肖世威 副总经理 

198 刘堂伟 总工程师 

199 刘文平 技术部部长 

200 李文湘 销售部部长 

201 张慧峰 工程部部长 

202 肖凤玲 行政部部长 

203 周健 技术员 

204 张伏龙 技术员 

备注：彭强、唐建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刘云强为公司财

务总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陈涛、肖常安、肖开元、肖志彬因 2019 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未合格，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取消上述激励对

象获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共 12.3 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