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获授权益占权

益总量的比例 

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陈建成 副总经理 12.50 2.17% 0.10% 

2 吴俊廷 副总经理 12.50 2.17% 0.10% 

3 袁仕杰 副总经理 12.50 2.17% 0.10% 

4 徐可欣 财务总监 12.50 2.17% 0.10% 

5 钟柏安 董事会秘书 5.00 0.87% 0.10%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139 人） 
428.50 74.39% 3.35% 

（三）预留 92.50 16.06% 0.72% 

合计 576.00 100.00% 4.50% 

备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 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 20%。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

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股票期权份额调整到预留部分或在

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但调整后预留权益比例不得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

20%，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

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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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名单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1 宋淑娟 中层管理人员 71 刘顺华 中层管理人员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2 陈韦如 中层管理人员 72 林锃扬 中层管理人员 

3 叶志成 中层管理人员 73 陈燕童 中层管理人员 

4 张家渝 中层管理人员 74 刘斌花 中层管理人员 

5 吴昱玟 中层管理人员 75 张秀珍 中层管理人员 

6 蔡姄叡 中层管理人员 76 郑桂山 中层管理人员 

7 黄复曲 中层管理人员 77 廖琳 中层管理人员 

8 钟大成 中层管理人员 78 林丽丽 中层管理人员 

9 张博涵 中层管理人员 79 李兰春 中层管理人员 

10 康伦年 中层管理人员 80 蒙伟群 中层管理人员 

11 曹菁华 中层管理人员 81 徐曌 中层管理人员 

12 张文瑞 中层管理人员 82 乐见栲 中层管理人员 

13 林礽俊 中层管理人员 83 黄宝玲 中层管理人员 

14 涂咏婕 中层管理人员 84 陈书云 中层管理人员 

15 许致顺 核心技术骨干 85 陈杨眉 中层管理人员 

16 俞淑英 核心技术骨干 86 黄瑞珊 中层管理人员 

17 高郁菁 核心技术骨干 87 陈兆生 中层管理人员 

18 张文宜 核心技术骨干 88 蓝子文 中层管理人员 

19 魏丽玲 核心技术骨干 89 童和文 中层管理人员 

20 苏维歆 核心技术骨干 90 孙铭亮 中层管理人员 

21 陈诗贵 中层管理人员 91 江炜 中层管理人员 

22 颜铭毅 中层管理人员 92 曾元斌 中层管理人员 

23 杨君威 中层管理人员 93 沈益强 中层管理人员 

24 唐瑞霖 中层管理人员 94 巫小英 中层管理人员 

25 陈宥嘉 核心技术骨干 95 吴政政 中层管理人员 

26 魏见展 核心技术骨干 96 陈文辉 核心技术骨干 

27 李景旭 核心技术骨干 97 黄海波 核心技术骨干 

28 陈意翔 核心技术骨干 98 徐林德 核心技术骨干 

29 周世晃 核心技术骨干 99 罗辉龙 核心技术骨干 

30 黄圣峰 核心技术骨干 100 林景安 核心技术骨干 

31 林国华 核心技术骨干 101 范仁鹏 核心技术骨干 

32 徐志明 核心技术骨干 102 黄斯威 核心技术骨干 

33 陈江科 核心技术骨干 103 徐建华 核心技术骨干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34 林俊宏 核心技术骨干 104 许佳颂 核心技术骨干 

35 林阳露 核心技术骨干 105 游己娴 核心技术骨干 

36 张宏铭 核心技术骨干 106 林恒 核心技术骨干 

37 钟志强 核心技术骨干 107 卢征济 核心技术骨干 

38 周磊 核心技术骨干 108 黄秀英 核心技术骨干 

39 黄武成 核心技术骨干 109 陈桂华 核心技术骨干 

40 刘兴政 核心技术骨干 110 李龙飘 核心技术骨干 

41 林柏羽 核心技术骨干 111 洪文平 核心技术骨干 

42 杨础维 核心技术骨干 112 渠跃军 核心技术骨干 

43 吴淑玲 核心技术骨干 113 蓝武盛 核心技术骨干 

44 陈文钟 核心技术骨干 114 卢江川 核心技术骨干 

45 石坤城 核心技术骨干 115 白槐展 核心技术骨干 

46 彭仁武 核心技术骨干 116 倪敬之 核心技术骨干 

47 张志诚 核心技术骨干 117 曾志样 核心技术骨干 

48 萧美萍 核心技术骨干 118 蓝学艺 核心技术骨干 

49 黄柏麟 核心技术骨干 119 毛伟林 核心技术骨干 

50 黄宇薇 核心技术骨干 120 吴育苗 核心技术骨干 

51 魏文彬 核心技术骨干 121 吴俊 核心业务骨干 

52 林毓芹 核心技术骨干 122 林常青 核心业务骨干 

53 陈芳萱 核心技术骨干 123 黄涛 核心业务骨干 

54 宋明颖 核心技术骨干 124 王毅 核心业务骨干 

55 赵士翔 核心技术骨干 125 徐磊 核心业务骨干 

56 梁欣蓓 核心技术骨干 126 庄齐飞 核心业务骨干 

57 庄秉逸 核心技术骨干 127 周薛坤 核心业务骨干 

58 刘文盈 核心技术骨干 128 Mark Littlefield 核心业务骨干 

59 刘兆文 核心技术骨干 129 许宜凯 核心业务骨干 

60 张介泽 核心技术骨干 130 Gene Halsey 核心业务骨干 

61 陈弘儒 核心技术骨干 131 Steve Mainville 核心业务骨干 

62 林茹萱 核心业务骨干 132 Clay McKowen 核心业务骨干 

63 孙家琦 核心业务骨干 133 Sean Haley 核心业务骨干 

64 张政杰 核心业务骨干 134 Rachel Mulford 核心业务骨干 

65 赖建宏 核心业务骨干 135 Scott Smith 核心业务骨干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序号 职员姓名 职务 

66 张淑芳 核心业务骨干 136 Mitchell Wandell 核心业务骨干 

67 罗婉如 核心业务骨干 137 Bill Nulf 核心业务骨干 

68 黄丽香 核心业务骨干 138 Mark Lavoie 核心业务骨干 

69 吴金伙 中层管理人员 139 Barbara Van Gennep 核心业务骨干 

70 郑伟达 中层管理人员 - - -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05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