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权益

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公

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彭义兴 董事长 150.00  17.65% 0.38% 

雷凤莲 副董事长 100.00  11.76% 0.25% 

毛志平 董事、总经理 50.00  5.88% 0.13% 

彭玲 副总经理 36.00  4.24% 0.09% 

乐珍荣 副总经理 26.00  3.06% 0.07% 

王甘英 副总经理 20.00  2.35% 0.05% 

刘明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00  2.35% 0.05% 

邹蓓廷 财务总监 16.00  1.88% 0.04% 

彭海波 云南三鑫总经理 10.00 1.18% 0.03% 

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 

（66人） 
335.50  39.47% 0.85% 

子公司核心人员                   

（18人） 
86.50  10.18% 0.22% 

合计 850.00  100.0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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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2.以上激励对象中，彭义兴、雷凤莲夫妇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彭玲系彭义兴、

雷凤莲夫妇之女，彭海波系彭义兴、雷凤莲夫妇之子。除此之外，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

包括其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公司股东；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

董事、监事。 

3.上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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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及子公司核心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郑金路 核心管理人员 

2 刘炳荣 核心管理人员 

3 冷玲丽 核心管理人员 



4 万红艳 核心管理人员 

5 袁帆 核心管理人员 

6 舒南妹 核心管理人员 

7 熊华丽 核心管理人员 

8 许海群 核心管理人员 

9 喻智勇 核心管理人员 

10 张雨 核心管理人员 

11 黄啟鹏 核心管理人员 

12 汪毅 核心管理人员 

13 李秀琴 核心管理人员 

14 刘松 核心管理人员 

15 邱彦深 核心管理人员 

16 沈美兰 核心管理人员 

17 唐玲玲 核心管理人员 

18 鄢杰 核心管理人员 

19 高琪 核心管理人员 

20 彭松灵 核心管理人员 

21 余黎坫 核心管理人员 

22 傅琴 核心管理人员 

23 万基冠 核心管理人员 

24 李淑文 核心技术人员 

25 张囡囡 核心技术人员 

26 吴红红 核心技术人员 

27 仇红得 核心技术人员 

28 文恺 核心技术人员 

29 杨照 核心技术人员 

30 汪少南 核心技术人员 

31 童明华 核心技术人员 

32 李冕江 核心技术人员 

33 朱建东 核心技术人员 

34 滕芳敏 核心技术人员 

35 邬海涛 核心技术人员 

36 胡浩 核心技术人员 

37 徐正昭 核心技术人员 

38 游新荣 核心技术人员 

39 章亚俊 核心技术人员 

40 周成 核心技术人员 

41 朱巍 核心技术人员 

42 熊小妹 核心技术人员 

43 蔡霞 核心技术人员 



44 梁春凤 核心技术人员 

45 邬崇英 核心技术人员 

46 胡强华 核心业务人员 

47 张兴发 核心业务人员 

48 蒋海兵 核心业务人员 

49 彭丽艳 核心业务人员 

50 刘洋 核心业务人员 

51 邢耀极 核心业务人员 

52 王峰 核心业务人员 

53 舒佳宝 核心业务人员 

54 涂世昌 核心业务人员 

55 华程 核心业务人员 

56 熊欢欢 核心业务人员 

57 涂朋朋 核心业务人员 

58 黄建江 核心业务人员 

59 黄瑞星 核心业务人员 

60 黎何勇 核心业务人员 

61 粱龙 核心业务人员 

62 陶治锋 核心业务人员 

63 肖艳 核心业务人员 

64 冷清松 核心业务人员 

65 谭兴元 核心业务人员 

66 张欣 核心业务人员 

67 万小平 子公司核心人员 

68 涂小锐 子公司核心人员 

69 辜凡 子公司核心人员 

70 施雨辰 子公司核心人员 

71 沈俊波 子公司核心人员 

72 徐少梅 子公司核心人员 

73 刘守理 子公司核心人员 

74 陈贵文 子公司核心人员 

75 朱冬梅 子公司核心人员 

76 张韩平 子公司核心人员 

77 李灿 子公司核心人员 

78 姚攀 子公司核心人员 

79 刘西中 子公司核心人员 

80 郭峰 子公司核心人员 

81 靳苗苗 子公司核心人员 

82 孙佳林 子公司核心人员 

83 孙娜娜 子公司核心人员 



84 温明明 子公司核心人员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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