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位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

票期权数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总股本的比例 

刘木林 董事、副总经理 8 1.85% 0.02% 

马岩 副总经理 8 1.85% 0.02% 

胡志刚 副总经理 8 1.85% 0.02% 

王智 
财务总监、副总

经理 
8 1.85% 0.02% 

旷建平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8 1.85% 0.02%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149人） 
343.50 79.24% 1.02% 

预留 50 11.53% 0.15% 

合计 433.50 100% 1.28%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二、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魏晓燕 核心管理人员 

2 杨争 核心管理人员 

3 时桂珍 核心管理人员 

4 彭志恒 核心管理人员 

5 殷章勇 核心管理人员 

6 廖华 核心管理人员 

7 付世君 核心管理人员 

8 罗瑞昌 核心管理人员 

9 胡盛开 核心管理人员 

10 刘科种 核心管理人员 

11 高阳 核心管理人员 



12 赵军 核心管理人员 

13 张治国 核心管理人员 

14 彭蛟 核心管理人员 

15 刑国清 核心管理人员 

16 谢卓辉 核心管理人员 

17 王志刚 核心管理人员 

18 惠俊明 核心管理人员 

19 岑学武 核心管理人员 

20 张震 核心管理人员 

21 于宗明 核心管理人员 

22 郑才 核心管理人员 

23 陈享郭 核心管理人员 

24 彭德军 核心管理人员 

25 邬俊峰 核心管理人员 

26 彭军浩 核心管理人员 

27 许广俊 核心管理人员 

28 金文军 核心管理人员 

29 范尧 核心管理人员 

30 郭辉 核心管理人员 

31 廖斐 核心管理人员 

32 何伟强 核心管理人员 

33 姚想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李传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何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李玉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欧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吴振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李海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刘生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徐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刘雅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马峰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谭志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张立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侯添庆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陈宏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刘春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丁建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陈玉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古智广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苗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刘红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杨晓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武彦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潘嘉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赵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柳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陈巧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 周金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 李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 罗显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 马学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 向攀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5 董成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钟翔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7 高小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8 梁东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9 杨佳卓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 唐志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1 任雷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 林海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3 黄锦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4 李龙章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5 黄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6 匡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7 肖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8 成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9 滕艳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 徐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1 梁承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2 张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3 周奕恒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 刘爱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5 周洺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6 文建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7 杜雄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8 郑奋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9 陈松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 龚建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 蔡晓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2 刘林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3 王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4 李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5 马建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6 李泓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7 吕士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8 欧世晓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9 尹江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薛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1 曹林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 章绵贵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3 岳彩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4 付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5 陈淑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6 林伟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7 彭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8 唐振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9 李山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 高永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1 余明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2 林国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3 龙向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4 刘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5 蔡明时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6 梁兆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7 莫正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8 刘海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9 吴小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 魏国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1 黄道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2 刘崇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3 邢长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4 钟作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5 卢家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6 周志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 窦华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8 王建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9 邓银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 胡留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1 李健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2 张锐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3 麦国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4 叶宏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5 熊国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 陈晓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7 吴国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8 郑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9 陈威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赵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1 冯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2 王海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3 林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4 喻体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5 王峻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6 郭继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7 雷润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8 刘艳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9 汪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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