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激励对象总体分配情况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其他管理、销售、专业、技术骨干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类别 

1 鲍贤勇 其他管理骨干 

2 孙磊 其他管理骨干 

3 盛力 其他管理骨干 

4 曹平 其他管理骨干 

5 田辉 其他管理骨干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获授权益 

占授予总量比例 

获授权益 

占股本总额比例 

陈立彬 董事 18 2.35% 0.42‰ 

潘波 总经理 15 1.96% 0.35‰ 

陆万军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刘晓明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李明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陈卓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15 1.96% 0.35‰ 

唐海元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徐创越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其他管理、销售、专业、技术骨干 

（127 人） 
643 83.93% 15.02‰ 

合计（135 人） 766 100% 17.89‰（1.79%） 



6 严家林 其他管理骨干 

7 邓江湖 其他管理骨干 

8 孙晓燕 其他管理骨干 

9 江海明 其他管理骨干 

10 王璟琦 其他管理骨干 

11 李万源 其他管理骨干 

12 曹艳艳 其他管理骨干 

13 蒲香 其他管理骨干 

14 魏海龙 其他管理骨干 

15 张春来 其他管理骨干 

16 迟伟华 其他管理骨干 

17 李岩 其他管理骨干 

18 刘胜勇 其他管理骨干 

19 陈许生 其他管理骨干 

20 马英欢 其他管理骨干 

21 郑伟佳 其他管理骨干 

22 刘金松 其他管理骨干 

23 宋永康 其他管理骨干 

24 李亦岚 其他管理骨干 

25 王侃 其他管理骨干 

26 周军 其他管理骨干 

27 乔亮 其他管理骨干 

28 刘英才 其他管理骨干 

29 方嘉锐 其他管理骨干 

30 林修坚 其他销售骨干 

31 莫阳 其他销售骨干 



32 王传涛 其他销售骨干 

33 丁岩 其他销售骨干 

34 平勇涛 其他销售骨干 

35 王锦伟 其他销售骨干 

36 郑燕妮 其他销售骨干 

37 张祝秀 其他销售骨干 

38 王超 其他销售骨干 

39 肖春荣 其他销售骨干 

40 钟慧敏 其他销售骨干 

41 郭智慧 其他销售骨干 

42 李鹏 其他销售骨干 

43 徐文龙 其他销售骨干 

44 郑文安 其他销售骨干 

45 曹媛媛 其他销售骨干 

46 黎爽 其他销售骨干 

47 龙鹏 其他销售骨干 

48 骆刚 其他销售骨干 

49 慕明杰 其他销售骨干 

50 裴忠全 其他销售骨干 

51 朴金成 其他销售骨干 

52 阮龙 其他销售骨干 

53 孙学亮 其他销售骨干 

54 孙忠波 其他销售骨干 

55 汤增旭 其他销售骨干 

56 王大炜 其他销售骨干 

57 王将军 其他销售骨干 



58 吴先贞 其他销售骨干 

59 许进兴 其他销售骨干 

60 杨国庆 其他销售骨干 

61 朱安华 其他销售骨干 

62 陈晶晶 其他销售骨干 

63 陈刚 其他销售骨干 

64 罗威风 其他销售骨干 

65 林丽 其他销售骨干 

66 段娉 其他销售骨干 

67 都军凯 其他销售骨干 

68 高维鹏 其他销售骨干 

69 张轶群 其他销售骨干 

70 邓茂兰 其他销售骨干 

71 贾舒 其他销售骨干 

72 马蕊 其他销售骨干 

73 宋海燕 其他销售骨干 

74 冯彦婷 其他销售骨干 

75 吴思君 其他销售骨干 

76 何博 其他销售骨干 

77 王鹏 其他销售骨干 

78 韩圣男 其他销售骨干 

79 高胜利 其他销售骨干 

80 黎秋红 其他销售骨干 

81 王博 其他销售骨干 

82 刘敦胜 其他销售骨干 

83 林熠 其他销售骨干 



84 吴俊 其他销售骨干 

85 熊昆 其他销售骨干 

86 孟晓姝 其他销售骨干 

87 郝丹娅 其他销售骨干 

88 梁春艳 其他专业骨干 

89 吕钢 其他专业骨干 

90 王小春 其他专业骨干 

91 张凯 其他专业骨干 

92 石文华 其他专业骨干 

93 付小胜 其他专业骨干 

94 吕巧赐 其他专业骨干 

95 彭盛东 其他专业骨干 

96 刘丽娟 其他专业骨干 

97 谢均连 其他专业骨干 

98 周丽丹 其他专业骨干 

99 杨骏 其他专业骨干 

100 刘婷婷 其他专业骨干 

101 袁新俊 其他专业骨干 

102 刘亚 其他专业骨干 

103 张涵睿 其他技术骨干 

104 朱应林 其他技术骨干 

105 贾非 其他技术骨干 

106 郭海立 其他技术骨干 

107 黎桂英 其他技术骨干 

108 张娜 其他技术骨干 

109 王龙 其他技术骨干 



110 高仍东 其他技术骨干 

111 何分开 其他技术骨干 

112 汪雯 其他技术骨干 

113 王荣辉 其他技术骨干 

114 刘中华 其他技术骨干 

115 车能 其他技术骨干 

116 王剑 其他技术骨干 

117 黄厚淇 其他技术骨干 

118 张超 其他技术骨干 

119 奉小丹 其他技术骨干 

120 练美婷 其他技术骨干 

121 张乐平 其他技术骨干 

122 肖平 其他技术骨干 

123 梁甲 其他技术骨干 

124 王传鹏 其他技术骨干 

125 刘亚军 其他技术骨干 

126 陈国元 其他技术骨干 

127 张赟 其他技术骨干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