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修订稿）（截至授予日）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修订稿）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限制性股票

拟授予数量

（万股） 

占本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占草案公告

时总股本的

比例 

杨殿中 非独立董事、党委书记 26.6 2.54% 0.03% 

李永华 
非独立董事、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26.6 2.54% 0.03% 

刘英杰 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 24.4 2.33% 0.03% 

孙迪草 副总经理 24.4 2.33% 0.03% 

孙立群 副总经理 22.2 2.12% 0.02% 

沈治国 总会计师 22.2 2.12% 0.02% 

袁洪泉 纪委书记 22.2 2.12% 0.02% 

王中胜 总法律顾问 15 1.43% 0.02% 

刘新星 董事会秘书 14 1.33% 0.02%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80人） 641.7 61.14% 0.71% 

首次授予合计（89人） 839.3 80.00% 0.93% 

预留 209.8 20.00% 0.24% 

合计 1,049.1  100.00% 1.17% 

注：1.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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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述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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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名单 

以下激励对象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张振华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 黄雪堂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 翁胜超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 张洪利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 康延锋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 孙自平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 丁浩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8 李寒春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9 赵春刚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0 曹海东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1 杨国庆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2 计若潮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3 唐文沛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4 于海洋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5 王映涵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6 白玮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7 高心宽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8 谢锋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19 王先清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0 谢葱葱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1 李敏强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2 汪涛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3 梁松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4 陈欣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5 杨阳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6 温静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7 徐晓彦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8 周楠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29 曹湘龙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0 廖欢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1 周东亮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2 王晶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3 彭宇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4 梁易文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5 马晓燕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6 韩天定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7 吴启明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8 黄勇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39 卢泰然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0 吴剑锋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1 陈健明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2 郭婷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3 张锋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4 胡飞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5 胡嘉嘉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6 何海涛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7 屠鲁营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8 胡秀峰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49 张德帅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0 周振宇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1 吴卫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2 李坚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3 李庆阳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4 赵明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5 林全国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6 舒正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7 郭英利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8 罗屿浪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59 张骁雅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0 艾馨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1 肖琴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2 胡冬男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3 刘亚洲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4 李研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5 张韬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6 孟欣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7 江玲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8 刘雯雯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69 张峻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0 马凤华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1 罗辛璇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2 巴特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3 赵佳南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4 袁一飞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5 王坚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6 鲁新华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7 庄冀英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8 段宏丽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79 张泽卫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80 张维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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