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约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 

约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凌锦明 董事 92.50 16.35 0.12 

吴秀姣 财务总监 20.00 3.53 0.03 

中高层管理人员、骨干

员工（177 人） 
453.40 80.12 0.57 

合计（179 人） 565.90 100.00 0.71 

注：上述公司股本总额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披露时公司股本总额 79,449.2832 万股。 

上述合计数值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定的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

发展有直接影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骨干员工

名单 

序

号 
姓名 公示岗位 

序

号 
姓名 公示岗位 

序

号 
姓名 公示岗位 

1  凌锦明 董事 2  曹盼盼 核心技术人员 3  汪洋 骨干员工 

4  吴秀姣 财务总监 5  于丽华 核心技术人员 6  李大国 骨干员工 

7  车冬梅 管理人员 8  刘天璐 核心技术人员 9  张凯 骨干员工 

10  熊辉 管理人员 11  孙亮华 骨干员工 12  屈立衡 骨干员工 

13  邓灵燕 管理人员 14  张志强 骨干员工 15  李红梅 骨干员工 

16  曹天玉 管理人员 17  文军 骨干员工 18  何兆龙 管理人员 



19  高心宇 管理人员 20  杨金 骨干员工 21  宋涛 核心技术人员 

22  许浩 骨干员工 23  李培喜 管理人员 24  李永富 骨干员工 

25  何敬 骨干员工 26  吴岷江 管理人员 27  李文政 管理人员 

28  田涛 管理人员 29  李千秋 骨干员工 30  张政 骨干员工 

31  杨智 骨干员工 32  芮海锋 骨干员工 33  陈惠军 核心技术人员 

34  罗志刚 骨干员工 35  谭小小 骨干员工 36  杜将 核心技术人员 

37  张金玉 骨干员工 38  江娟 骨干员工 39  李玉春 管理人员 

40  刘银寿 骨干员工 41  刘超 核心技术人员 42  张鹏 骨干员工 

43  黄然 骨干员工 44  赵欣 管理人员 45  丁毅 骨干员工 

46  巩世宇 管理人员 47  陈立 核心业务人员 48  刘金玲 骨干员工 

49  胡金泉 管理人员 50  邹德志 管理人员 51  尤德成 骨干员工 

52  康霄 核心技术人员 53  李竞 核心业务人员 54  靳娜 骨干员工 

55  高虎堂 管理人员 56  王亮明 管理人员 57  赵相云 骨干员工 

58  马瑞雨 骨干员工 59  杨雪柯 核心业务人员 60  孙江波 核心技术人员 

61  山轶峰 骨干员工 62  刘新 骨干员工 63  唐玮 管理人员 

64  董葳蕤 管理人员 65  赵雪勇 骨干员工 66  张文娟 骨干员工 

67  张译尹 骨干员工 68  王腾飞 管理人员 69  张茹 骨干员工 

70  于肖肖 骨干员工 71  刘美瑛 骨干员工 72  石磊 管理人员 

73  张蒙纳 骨干员工 74  刘岳 骨干员工 75  霍成立 管理人员 

76  冯坤 管理人员 77  许谨 管理人员 78  吴永明 管理人员 

79  吴必荣 骨干员工 80  黄霞 管理人员 81  柯育东 骨干员工 

82  朱金榜 骨干员工 83  曹丽霞 骨干员工 84  李立 骨干员工 

85  马永耀 骨干员工 86  夏柳林 骨干员工 87  方儒钢 骨干员工 

88  肖军 骨干员工 89  汪洋 骨干员工 90  何占国 骨干员工 

91  郝建鹏 骨干员工 92  高飞 骨干员工 93  柯有强 骨干员工 

94  谢军洪 骨干员工 95  解劲松 骨干员工 96  刘小平 骨干员工 

97  张学进 骨干员工 98  张华 骨干员工 99  袁国安 骨干员工 



100  王洪欢 骨干员工 101  朱湖地 管理人员 102  李建军 骨干员工 

103  闻其瑞 骨干员工 104  闵玉涛 核心技术人员 105  柯鹏 骨干员工 

106  郭仁涛 骨干员工 107  方华祥 核心技术人员 108  侯昕彦 骨干员工 

109  高飞 骨干员工 110  倪鑫鑫 核心技术人员 111  王健 核心技术人员 

112  陈有见 骨干员工 113  方英 核心技术人员 114  柯大明 骨干员工 

115  陈君 管理人员 116  刘岩 管理人员 117  甘建华 骨干员工 

118  杜港 核心技术人员 119  李坤伙 骨干员工 120  柯春庭 核心业务人员 

121  陈雨 核心技术人员 122  陈云鹏 骨干员工 123  毛焱胜 核心业务人员 

124  郭智 核心技术人员 125  程斌 管理人员 126  范国有 核心业务人员 

127  王洋 核心技术人员 128  陈超林 核心业务人员 129  林阿伟 骨干员工 

130  丁仕文 核心技术人员 131  冯国杰 管理人员 132  赵海乔 骨干员工 

133  倪哲 核心技术人员 134  易志磊 核心业务人员 135  柯松 核心技术人员 

136  田素芳 核心技术人员 137  张淑萍 管理人员 138  吴进军 骨干员工 

139  杨庆彬 核心技术人员 140  杨杏芳 骨干员工 141  罗向阳 骨干员工 

142  吕欣 管理人员 143  罗雄 管理人员 144  张小军 骨干员工 

145  刘艳艳 管理人员 146  屈乐 骨干员工 147  于庆莲 管理人员 

148  范琳琳 核心业务人员 149  刘兆鹏 管理人员 150  朱黎明 管理人员 

151  曹国新 核心业务人员 152  刘贻勇 管理人员 153  邓路路 骨干员工 

154  李雪丽 核心业务人员 155  罗惠 骨干员工 156  唐岳柏 核心技术人员 

157  李斌 核心业务人员 158  林靖 核心技术人员 159  纪绍强 核心业务人员 

160  张艳军 核心业务人员 161  国洪新 骨干员工 162  忻研冰 管理人员 

163  徐林 核心业务人员 164  马银国 核心业务人员 165  杨惠 核心业务人员 

166  徐超武 核心业务人员 167  孙随林 骨干员工 168  李思媛 核心业务人员 

169  郭建军 管理人员 170  陈彪 骨干员工 171  万金鹏 骨干员工 

172  张磊 核心技术人员 173  郇昌永 管理人员 174  钟德志 核心技术人员 

175  田小辉 核心技术人员 176  蒋斌峰 管理人员 177  韩艺璇 骨干员工 

178  张硕果 核心技术人员 179  高峰 管理人员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