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计划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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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本计划拟授

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

告日总股本

的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 人） 
276.80 100.00% 1.00% 

合计 276.80 100.00% 1.00% 

注：1、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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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数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

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2、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3、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或在授予前离职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在

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调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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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二、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叶纯彬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 周晓凡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 王玉和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刘昌东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 周维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 宋永生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 李泽文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 汪一滨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 杜明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 顾恺仑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 余俊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 黄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 何英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 蒋金堂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 聂宇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 殷钟亮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 马彦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 邱炜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 陈飞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 刘衍成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 林志雄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 王妥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 祝超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 周洪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 陈杨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 谢春辉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 林旭升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 杨敬如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 陶炜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 胡金全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 左新安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 王汶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 朱平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肖志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陈忠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居磊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焦祥虎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王琪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谭延民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王强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王声鑫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寇今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刘德庆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张显光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王威山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张锟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郑理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周祥新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王以俊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刘滕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李建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徐正文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娄昆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赵小强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刘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李远见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陈波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王小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雷鸿生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 张存炯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 王鹤云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 谢宝火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 樊东生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 朱招串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5 回新月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王东欣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7 杨奎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8 鲁世高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9 祁建京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 李晓雨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1 张向前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 张谢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3 董迎波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4 林耀明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5 罗海祥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6 黄乐平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7 郭哲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8 姜万田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9 王丽珺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 叶思思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1 张怀厚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2 陶军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3 王芳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 兰兴兵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5 陈镇轩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6 张爱兵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7 罗鹏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8 陆林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9 付野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 李广科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特此公告。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