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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第二期解除限售名单 

 
 

一、 本次解除限售总体情况表：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184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216,648 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7

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3,210 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

对象合计 191 人，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3,348,126 股，占公司

目前股本总额的 0.65%。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范旭明 董事、副总经理 1,200,000 360,000 0 

曾细华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 

1,100,000 330,000 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182 人) 
8,479,800 2,534,916 0 

合计(184 人) 10,779,800 3,224,916 0 

注：（1）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个人考核指标未达标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权益

份额未统计在上表内。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7 人) 
420,600 123,210 126,180 

合计（7 人） 420,600 123,210 12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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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个人考核指标未达标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权益份额未

统计在上表内。 

二、本次解除限售名单：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除限售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范旭明 董事、副总经理 93 刘军田 管理人员 

2 曾细华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94 唐会猛 管理人员 

3 邵建国 核心管理人员 95 赵丹阳 管理人员 

4 李军 核心管理人员 96 李瑞恒 管理人员 

5 陈新智 核心管理人员 97 谢锦明 管理人员 

6 熊国华 核心管理人员 98 林达 管理人员 

7 杨保奎 核心管理人员 99 邓小毅 管理人员 

8 王佐 核心管理人员 100 胡孝发 管理人员 

9 李细毛 核心管理人员 101 晏海燕 管理人员 

10 毛春财 核心管理人员 102 熊毛毛 管理人员 

11 徐新亮 核心管理人员 103 杨公杰 管理人员 

12 曹江华 核心管理人员 104 张强 管理人员 

13 熊震钢 核心管理人员 105 徐斌 管理人员 

14 阳国华 核心管理人员 106 谢炳华 管理人员 

15 姚朝明 核心管理人员 107 汪中华 管理人员 

16 胡泳 核心管理人员 108 伍青 管理人员 

17 汤波 核心管理人员 109 王红玲 管理人员 

18 樊友发 核心管理人员 110 龙达美 管理人员 

19 陈秀峰 核心管理人员 111 陈占全 管理人员 

20 顾凤 核心管理人员 112 胡有华 管理人员 

21 童丽珍 核心管理人员 113 樊丹飞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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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曾文锋 核心管理人员 114 徐爱国 管理人员 

23 汪智慧 核心管理人员 115 毛艳超 管理人员 

24 洪厚国 核心管理人员 116 曾勇 管理人员 

25 张朝阳 核心管理人员 117 邓益峰 管理人员 

26 刘进祥 核心管理人员 118 李慧 管理人员 

27 李荣海 核心管理人员 119 吴丹 管理人员 

28 夏清华 核心管理人员 120 梁慧敏 管理人员 

29 谭鹏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1 熊彬 管理人员 

30 陈建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2 汪江 管理人员 

31 熊丽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3 万龙辉 管理人员 

32 雷霆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4 段建明 管理人员 

33 吴小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5 刘瑾 管理人员 

34 杨诚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6 褚玉萍 管理人员 

35 王长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 张国强 管理人员 

36 邓伦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8 虞辉 管理人员 

37 过燕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9 高建峰 管理人员 

38 史宏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 魏小保 管理人员 

39 范文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1 褚磊 管理人员 

40 吴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2 王玲 管理人员 

41 万明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3 李凌凤 管理人员 

42 李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4 喻木和 管理人员 

43 赵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5 石历峰 管理人员 

44 刘沅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 沈伟凌 管理人员 

45 邓利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7 喻小红 管理人员 

46 肖清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8 徐高剑 管理人员 

47 祝泰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9 张玮 管理人员 

48 周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种瑜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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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姜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1 刘燕林 管理人员 

50 邹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2 袁云兰 管理人员 

51 李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3 李双艳 管理人员 

52 闵小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4 乔洪新 管理人员 

53 黄斌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5 李庆兰 管理人员 

54 刘雪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6 喻玲玲 管理人员 

55 赵建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7 熊志华 管理人员 

56 周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8 王福宝 管理人员 

57 李燕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9 刘丽云 管理人员 

58 陈常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0 熊建 管理人员 

59 党新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1 陈海伟 管理人员 

60 钟建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2 陈锐 管理人员 

61 袁青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3 喻友 管理人员 

62 管斌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4 熊贤强 管理人员 

63 毕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5 吴杰 管理人员 

64 王旭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6 欧妮 管理人员 

65 杜秀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7 王小爱 管理人员 

66 刘琦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8 肖玲玉 管理人员 

67 郝小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9 刘耀梅 管理人员 

68 贾金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0 周桂珍 管理人员 

69 夏小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1 杨胡生 管理人员 

70 屈泽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2 刘静 管理人员 

71 覃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3 褚玉铭 管理人员 

72 康永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4 褚玉红 管理人员 

73 冯华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5 熊军 管理人员 

74 刘伟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6 殷丽华 管理人员 

75 李东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7 张庆华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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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涂淑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8 何国华 管理人员 

77 张周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9 胡华军 管理人员 

78 王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0 熊振彬 管理人员 

79 罗勇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1 万文红 管理人员 

80 郑淑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2 邹辉 管理人员 

81 郑海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3 沈春梅 管理人员 

82 胡福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4 张永芳 管理人员 

83 江惠琴 管理人员 175 龙海洋 管理人员 

84 任露 管理人员 176 宋先辉 管理人员 

85 崔丽荣 管理人员 177 熊保元 管理人员 

86 张丽娜 管理人员 178 高飞 管理人员 

87 尹立明 管理人员 179 涂红华 管理人员 

88 张芬 管理人员 180 徐声红 管理人员 

89 梅强 管理人员 181 未书娟 管理人员 

90 徐晶晶 管理人员 182 谭耀武 管理人员 

91 梁欣 管理人员 183 卓永新 管理人员 

92 黄永辉 管理人员 184 王莹 管理人员 

 

2、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安建超 核心管理人员 5 王剑芳 核心管理人员 

2 郭振 核心管理人员 6 邓荣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 张国华 核心管理人员 7 熊文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侯海军 核心管理人员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一、 本次解除限售总体情况表：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184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216,648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7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3,210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合计191人，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3,348,126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65%。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情况：
	2、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情况：
	二、 本次解除限售名单：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除限售人员名单
	2、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