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限制性股票

授予总量的比

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李玉林 董事、总经理 8.00 0.81% 0.0064% 

隋君美 
董事、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8.00 0.81% 0.0064% 

张树成 董事、副总经理 8.00 0.81% 0.0064% 

师恩战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8.00 0.81% 0.0064%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

心业务人员（149 人） 
954.00 96.75% 0.7673% 

合计 986.00 100.00% 0.7930% 

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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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高庆业 核心管理人员 

2 杨明江 核心管理人员 

3 邵东起 核心管理人员 

4 于智军 核心管理人员 

5 迟青臣 核心管理人员 

6 田  云 核心管理人员 

7 温振兴 核心管理人员 

8 贾政庆 核心管理人员 

9 杨  群 核心管理人员 

10 赵增江 核心管理人员 

11 战徐磊 核心管理人员 

12 杨永杰 核心管理人员 

13 王  哲 核心管理人员 



14 李旭东 核心管理人员 

15 康绍华 核心管理人员 

16 杜万新 核心管理人员 

17 李志强 核心管理人员 

18 张静静 核心管理人员 

19 张  浩 核心技术人员 

20 杨国栋 核心技术人员 

21 丁庆升 核心技术人员 

22 柳会艳 核心技术人员 

23 王祥路 核心技术人员 

24 王文飞 核心技术人员 

25 刘  坤 核心技术人员 

26 栾忠坤 核心技术人员 

27 张佰成 核心技术人员 

28 鲁东彦 核心技术人员 

29 王德令 核心技术人员 

30 王鸣菲 核心技术人员 

31 马立春 核心技术人员 

32 郭庆英 核心技术人员 

33 刘  腾 核心技术人员 

34 王卫波 核心技术人员 

35 孙尚成 核心技术人员 

36 迟振松 核心技术人员 

37 杨昌雷 核心技术人员 

38 赵  翔 核心业务人员 

39 丛  菲 核心业务人员 

40 孙雪珲 核心业务人员 

41 陈  茜 核心业务人员 

42 郑仅扩 核心业务人员 

43 孙荣徽 核心业务人员 



44 李  松 核心业务人员 

45 赵  严 核心业务人员 

46 周子靖 核心业务人员 

47 姚昕彤 核心业务人员 

48 梁文宾 核心业务人员 

49 李学军 核心业务人员 

50 孙卫卫 核心业务人员 

51 陈  建 核心业务人员 

52 李  磊 核心业务人员 

53 贺俊勇 核心业务人员 

54 王永峰 核心业务人员 

55 杨建锋 核心业务人员 

56 周  喆 核心业务人员 

57 谢新玲 核心业务人员 

58 滕瑞军 核心业务人员 

59 李柄霖 核心业务人员 

60 高  雁 核心业务人员 

61 曲  沛 核心业务人员 

62 隋宇峰 核心业务人员 

63 冯  伟 核心业务人员 

64 李  靖 核心业务人员 

65 江言朋 核心业务人员 

66 邬爱军 核心业务人员 

67 陈  剑 核心业务人员 

68 杨少良 核心业务人员 

69 林华敬 核心业务人员 

70 周国斌 核心业务人员 

71 刘苏涛 核心业务人员 

72 董洪良 核心业务人员 

73 刘建光 核心业务人员 



74 马  洪 核心业务人员 

75 浦存珍 核心业务人员 

76 颜香柏 核心业务人员 

77 赵秀华 核心业务人员 

78 蒙彦明 核心业务人员 

79 刘志伟 核心业务人员 

80 季  科 核心业务人员 

81 王丽华 核心业务人员 

82 李会磊 核心业务人员 

83 于  欢 核心业务人员 

84 王克义 核心业务人员 

85 张玉禄 核心业务人员 

86 梁军涛 核心业务人员 

87 于佳禾 核心业务人员 

88 张卫峰 核心业务人员 

89 刘嘉东 核心业务人员 

90 唐春荣 核心业务人员 

91 沈  花 核心业务人员 

92 张  诚 核心业务人员 

93 董少帅 核心业务人员 

94 杨  坤 核心业务人员 

95 忻立峰 核心业务人员 

96 董少龙 核心业务人员 

97 夏克秋 核心业务人员 

98 姜明明 核心业务人员 

99 王  杰 核心业务人员 

100 王  虹 核心业务人员 

101 杨  恒 核心业务人员 

102 李  阳 核心业务人员 

103 邓  明 核心业务人员 



104 李  鹏 核心业务人员 

105 梁艳华 核心业务人员 

106 庄从虎 核心业务人员 

107 张  璐 核心业务人员 

108 王绍洋 核心业务人员 

109 张钧凯 核心业务人员 

110 杨晓莉 核心业务人员 

111 王桂霞 核心业务人员 

112 杨晓宏 核心业务人员 

113 高菲菲 核心业务人员 

114 杜振辉 核心业务人员 

115 李秀波 核心业务人员 

116 李少康 核心业务人员 

117 刘华龙 核心业务人员 

118 刘健林 核心业务人员 

119 魏青利 核心业务人员 

120            李  娜 核心业务人员 

121 孙焕尧     核心业务人员 

122 牟校娜 核心业务人员 

123 刘云伟 核心业务人员 

124 于永波 核心业务人员 

125 郭少杰 核心业务人员 

126 李炎柽 核心业务人员 

127 刘  伟 核心业务人员 

128 王桂娜 核心业务人员 

129 孙蕾娟 核心业务人员 

130 兰洪凯 核心业务人员 

131 原士博 核心业务人员 

132 崔永胜 核心业务人员 

133 臧淑云 核心业务人员 



134 徐晓伟 核心业务人员 

135 杨少艳 核心业务人员 

136 孙  莉 核心业务人员 

137 曹芝梅 核心业务人员 

138 李伟伟 核心业务人员 

139 万伟兴 核心业务人员 

140 苏萍萍 核心业务人员 

141 纪秀雷 核心业务人员 

142 张铁石 核心业务人员 

143 王  璐 核心业务人员 

144 乔海平 核心业务人员 

145 吕好光 核心业务人员 

146 马晓松 核心业务人员 

147 冷大程 核心业务人员 

148 黄妍华 核心业务人员 

149 张  娜 核心业务人员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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