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序号 激励对象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的

数量（万份） 

占本激励计

划总份额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1 毛应才 董事、副总裁 70.00 4.05% 0.07% 

2 朱建康 董事、副总裁 50.00 2.89% 0.05% 

3 王晓君 副总裁 50.00 2.89% 0.05% 

4 张家骅 财务总监 50.00 2.89% 0.05% 

5 项超麟 董事会秘书 40.00 2.31% 0.04% 

6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合计 85 人） 
1,470.00 84.97% 1.49% 

合计（90 人） 1,730.00 100% 1.75% 

 

二、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崔永刚 中层管理人员 

2 胡余红 中层管理人员 

3 张玺芳 中层管理人员 

4 赵玉亮 中层管理人员 

5 张民 中层管理人员 

6 吕向科 中层管理人员 

7 杨利聪 中层管理人员 

8 许式袍 中层管理人员 

9 郑晓东 中层管理人员 

10 谢宇 中层管理人员 

11 杨军 中层管理人员 

12 欧阳习科 中层管理人员 

13 黄威 中层管理人员 

14 单春伟 中层管理人员 

15 陆国骁 中层管理人员 

16 李世杰 中层管理人员 

17 李慧芬 中层管理人员 

18 应莱 中层管理人员 

19 潘永明 中层管理人员 



20 石晶晶 中层管理人员 

21 朱世东 中层管理人员 

22 杨江华 中层管理人员 

23 江康健 中层管理人员 

24 邬佳浩 中层管理人员 

25 孟凡皓 中层管理人员 

26 彭彩彩 中层管理人员 

27 徐君 中层管理人员 

28 李小红 中层管理人员 

29 郑卿 中层管理人员 

30 佟国斌 中层管理人员 

31 武兴华 中层管理人员 

32 刘峰 中层管理人员 

33 王红 中层管理人员 

34 翁浩洲 中层管理人员 

35 张维山 中层管理人员 

36 张胜杰 中层管理人员 

37 任志远 中层管理人员 

38 周国强 中层管理人员 

39 朱剑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0 黄昌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1 徐庆青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2 谢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3 唐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4 金享享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5 楼旭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6 曾秋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7 樊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8 孙洁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49 王瑾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0 陈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1 余衍炼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2 王海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3 邵海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4 孙君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5 余霞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6 应鹏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7 王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8 刘成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59 陈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0 王友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1 邓颖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2 郭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3 王德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4 李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5 周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6 李井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7 刘佳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8 崔志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69 李学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0 王龙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1 樊晓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2 任达兴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3 喻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4 周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5 徐晖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6 刘志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7 安小鑫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8 程英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79 吕翔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0 叶显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1 方文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2 王春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3 郑大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4 汪江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85 梁凤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