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 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 

（万份）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获授权

益总量 

（万股） 

获授权益占

授予权益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

总股本

的比例 

罗昔军 董事、副总经理  9.00 9.00 2.18% 0.06% 

金卓钧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7.00 7.00 1.70% 0.04%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137 人） 
239.00 124.50 363.50 88.12% 2.30% 

预留部分 21.00 12.00 33.00 8.00% 0.21% 

合计 260.00 152.50 412.50 100.00% 2.61% 

注：以上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谭立球 中层管理人员 2 苏黎虹 中层管理人员 

3 李典斌 中层管理人员 4 肖国荣 中层管理人员 

5 徐泓 中层管理人员 6 景峰 中层管理人员 

7 吴旭 中层管理人员 8 刘斐文 中层管理人员 

9 欧阳旭 中层管理人员 10 谭一帆 中层管理人员 

11 周敏 中层管理人员 12 唐宇光 中层管理人员 

13 贺建文 中层管理人员 14 陈恩 中层管理人员 

15 易奔达 中层管理人员 16 罗源兴 中层管理人员 

17 覃卫国 中层管理人员 18 李峰高 中层管理人员 

19 刘顺 中层管理人员 20 何超 中层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21 朱建平 中层管理人员 22 高康林 中层管理人员 

23 黄海滔 中层管理人员 24 禹勇平 中层管理人员 

25 彭颖智 中层管理人员 26 蔡薇 中层管理人员 

27 方明 中层管理人员 28 罗建国 中层管理人员 

29 龙仲 中层管理人员 30 陈尧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 李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 杨荃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 周永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鲁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张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李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邹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彭博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李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张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唐敢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李丽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刘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周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刘宝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曾文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彭光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丘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熊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罗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谭荣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李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付细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郑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宁少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胡科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李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黄艺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周沁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 张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 杨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 胡雪兵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 高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 黄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5 李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陈洁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7 肖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8 曾燕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9 唐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 夏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1 朱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 卢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3 周东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4 汤红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5 彭琳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6 李少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77 李雅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8 周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9 聂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 左中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1 曾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2 熊明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3 曾文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 江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5 刘佳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6 王健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7 刘春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8 陈安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9 周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 丁立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 孔皓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2 周岳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3 张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4 谭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5 付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6 刘明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7 钟文章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8 杨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9 黎桂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胡孝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1 杜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 余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3 尹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4 何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5 胡康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6 孙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7 刘泓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8 刘圣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9 胡天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 曹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1 刘彩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2 黄黎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3 刘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4 侯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5 唐露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6 杨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7 陈乾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8 杨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9 石如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 唐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1 刘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2 周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3 胡涵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4 曾发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5 黄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6 罗敏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 王高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8 张雨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9 蒋海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 黄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1 张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2 傅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33 田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4 李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5 陈小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 张燮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7 武学鸿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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