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

量（万股） 

占授予权益

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7 人） 

朱宝祥 财务总监 15 3.25% 0.04% 

吴彼 董事会秘书 15 3.25% 0.04% 

郁群慧 副总经理 15 3.25% 0.04% 

李懋 副总经理 15 3.25% 0.04% 

谢梁 副总经理 15 3.25% 0.04% 

闫岩 副总经理 15 3.25% 0.04% 

郑相启 副总经理 15 3.25% 0.04%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合计 51 人） 213 46.51% 0.51%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合计 46 人） 140 30.57% 0.33% 

合计 458 100% 1.1096%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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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李*威 中层管理人员 50 周* 中层管理人员 

2 郭*静 中层管理人员 51 杨*松 中层管理人员 

3 刘*琦 中层管理人员 52 刘*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许* 中层管理人员 53 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 文*宁 中层管理人员 54 仇*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 朱*军 中层管理人员 55 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 许* 中层管理人员 56 李*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 吴*刚 中层管理人员 57 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 赵*柏 中层管理人员 58 常*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 皮*西 中层管理人员 59 郑*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 麻*昌 中层管理人员 60 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 曲* 中层管理人员 61 武*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 秦*超 中层管理人员 62 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 朱*飞 中层管理人员 63 高*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5 田*明 中层管理人员 64 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 刘*博 中层管理人员 65 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 张* 中层管理人员 66 熊*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 宫*红 中层管理人员 67 崔*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 任*霞 中层管理人员 68 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 傅*华 中层管理人员 69 张*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 安* 中层管理人员 70 杨*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 李* 中层管理人员 71 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 乔*坐 中层管理人员 72 钟*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 王*柱 中层管理人员 73 胡*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 吕* 中层管理人员 74 马*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 郑*志 中层管理人员 75 王*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 王*波 中层管理人员 76 潘*卓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 鞠*胜 中层管理人员 77 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 高*强 中层管理人员 78 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 麻*华 中层管理人员 79 赵*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 李*华 中层管理人员 80 李*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 国*娜 中层管理人员 81 司*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 张* 中层管理人员 82 赫*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李*锋 中层管理人员 83 郭*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吴* 中层管理人员 84 乔*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石*平 中层管理人员 85 魏*儒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张* 中层管理人员 86 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文* 中层管理人员 87 胡*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张*婧 中层管理人员 88 汤*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肖*萍 中层管理人员 89 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张* 中层管理人员 90 刘*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曹* 中层管理人员 91 李*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王*龙 中层管理人员 92 高*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张* 中层管理人员 93 郭*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尚*亮 中层管理人员 94 张*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田* 中层管理人员 95 申*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王* 中层管理人员 96 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韩*剑 中层管理人员 97 赵*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刘* 中层管理人员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