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可解

除限售的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股票数量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

例（%） 

剩余未解

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

票数量 

1 杨红 董事长 300,000 150,000 0.02 150,000 

2 
夏勇（原董

事、总裁） 
战略规划总监 180,000 90,000 0.01 90,000 

3 
其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核

心管理人员）112 人 
2,597,000 1,298,500 0.19 1,298,500 

合计 3,077,000 1,538,500 0.23 1,538,500 

注：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公司核心技术、核心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蔡明江 核心技术人员 

2 曹毅 核心技术人员 

3 陈凯文 核心技术人员 

4 陈顺球 核心技术人员 

5 陈仙宝 核心技术人员 

6 陈祖建 核心技术人员 

7 程锋 核心管理人员 

8 程航 核心技术人员 

9 程祖刚 核心技术人员 

10 邓乐平 核心技术人员 

11 邓立军 核心技术人员 

12 杜凤兵 核心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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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杜少勋 核心技术人员 

14 段小亮 核心技术人员 

15 付庸杰 核心技术人员 

16 高航 核心技术人员 

17 高小华 核心管理人员 

18 辜成喜 核心技术人员 

19 关雪雷 核心管理人员 

20 胡鳌 核心技术人员 

21 胡松 核心技术人员 

22 胡娴 核心技术人员 

23 黄金杰 核心技术人员 

24 黄威 核心技术人员 

25 黄志峰 核心管理人员 

26 贾雄杰 核心管理人员 

27 姜海洋 核心管理人员 

28 荆剡林 核心技术人员 

29 寇淑艳 核心技术人员 

30 李宝剑 核心管理人员 

31 李亮 核心技术人员 

32 李宁 核心技术人员 

33 李培 核心技术人员 

34 李清林 核心管理人员 

35 李停 核心管理人员 

36 李玉龙 核心技术人员 

37 李远智 核心技术人员 

38 栗亚伟 核心管理人员 

39 廖凯 核心技术人员 

40 廖敏雄 核心技术人员 

41 廖炜 核心技术人员 

42 刘斌 核心技术人员 

43 刘德高 核心技术人员 

44 刘恒 核心管理人员 

45 刘路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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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刘敏 核心管理人员 

47 刘强 核心管理人员 

48 刘松 核心管理人员 

49 刘万顺 核心技术人员 

50 刘文 核心技术人员 

51 刘雄 核心技术人员 

52 柳巍 核心管理人员 

53 楼仲宇 核心技术人员 

54 罗理 核心管理人员 

55 罗松 核心管理人员 

56 吕鹏飞 核心技术人员 

57 马小斌 核心管理人员 

58 明道义 核心管理人员 

59 牛奔 核心管理人员 

60 彭伟 核心技术人员 

61 乔大江 核心技术人员 

62 秦松林 核心技术人员 

63 邱尔雅 核心技术人员 

64 屈建平 核心技术人员 

65 佘文明 核心技术人员 

66 石权 核心管理人员 

67 汤文强 核心技术人员 

68 汤翼 核心技术人员 

69 唐鹏 核心技术人员 

70 凃俊峰 核心技术人员 

71 万凡 核心技术人员 

72 汪亮 核心技术人员 

73 汪翔 核心技术人员 

74 王波 核心技术人员 

75 王冲 核心技术人员 

76 王帆 核心技术人员 

77 王健 核心技术人员 

78 王文胜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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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小东 核心技术人员 

80 王砚锋 核心技术人员 

81 王阳 核心技术人员 

82 邬晶 核心管理人员 

83 夏晓川 核心管理人员 

84 肖航 核心技术人员 

85 肖进华 核心技术人员 

86 肖桅 核心技术人员 

87 肖焱林 核心管理人员 

88 谢根泽 核心技术人员 

89 熊丽华 核心管理人员 

90 熊珍艳 核心技术人员 

91 鄢维光 核心技术人员 

92 杨东 核心管理人员 

93 杨栋梁 核心管理人员 

94 杨志辉 核心技术人员 

95 余帆 核心管理人员 

96 张斌 核心技术人员 

97 张帆 核心技术人员 

98 张辉 核心技术人员 

99 张火林 核心技术人员 

100 张俊 核心技术人员 

101 张小锋 核心技术人员 

102 张哲 核心管理人员 

103 郑培军 核心技术人员 

104 郑志清 核心技术人员 

105 钟茹意 核心管理人员 

106 周海华 核心技术人员 

107 周建伟 核心技术人员 

108 周琎 核心管理人员 

109 周林建 核心管理人员 

110 周青 核心技术人员 

111 周友兵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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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邹洋 核心技术人员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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