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第二批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本次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情况表 

姓名 职务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王定伟 副总经理 9.00 5.21% 0.01%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79

人） 
97.60 56.51% 0.10% 

合计 106.60 61.73% 0.11%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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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不包括单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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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

司股本总额的 1%。公司全部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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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批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本次以 2022 年 9 月 5 日为预留授予日，以人民

币 19.10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8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0.20 万股限制性股票。经公司内部公示并经监事会核实后，公司对不符合

公司设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的 3 名人员在原激励对象名单基础上进行了调减，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 110.20 万股调

整为 106.60 万股。 

二、授予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王定伟 副总经理 

2 张建新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 吴志超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 陈东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 殷锷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 王菲菲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序号 姓名 职务 

7 邹梅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8 徐建忠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9 王丰美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0 俞巧心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1 俞艳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2 唐清建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3 兰世奇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4 洪梦丽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5 陈兵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6 崔超岭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7 胡沛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8 涂为媛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19 吴嘉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0 吴杰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1 柯云龙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2 李晶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3 丁超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4 郎吉峰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5 姚心远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6 周金海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7 钱益民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8 雷冬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29 陈崴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0 王燕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1 姚俊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2 方哲正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3 周新颜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4 徐红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5 孙国民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6 陈锦飞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7 楼双扬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38 江虹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序号 姓名 职务 

39 魏高鹏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0 李怡贤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1 於加峰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2 章伯春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3 黄欣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4 沈孝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5 戴建佶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6 黄胜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7 杨冬琴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8 楼一真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49 林雷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0 李伟良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1 刘昕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2 范国华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3 梁学良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4 邵和松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5 张国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6 何双男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7 王玉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8 张益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59 江森明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0 杨淑媛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1 刘瑜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2 孙奎福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3 滕永勤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4 金清华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5 祝春嫦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6 李晶晶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7 沈杰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8 马召辉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69 姜勤勤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0 王红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序号 姓名 职务 

71 付潭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2 诸建平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3 毛金水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4 赵全利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5 魏文渊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6 彭凯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7 樊霄鹏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8 何东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79 朱晓明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80 徐光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