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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一、 激励计划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同类别激励对象

获授个量合计

（万股） 

占激励总量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1 赵国昂 董事长 31.13 2.620% 0.075% 

2 孙波 董事 23.69 1.994% 0.057% 

3 林琳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27.31 2.298% 0.065% 

4 金山 副总裁 22.90 1.927% 0.055% 

5 杜道友 副总裁 23.39 1.968% 0.05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5 人） 128.42 10.807% 0.307% 

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骨干（68 人） 939.89 79.095% 2.251% 

预留股份 120 10.098% 0.287% 

激励总量合计 1188.31 100.00% 2.845% 

 

注：（1）本激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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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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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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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 1%。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

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等程序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

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所致。 

二、首次拟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赵国昂 
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2 孙波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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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3 林琳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 金山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5 杜道友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6 王森浩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7 马岚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党群工作部主任兼行政管理

中心主任 

8 王庭玉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中心主任、内控合规中心主任 

9 刘波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纪检监察部主任 

10 徐永民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运营中心总经理 

11 张志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拓展中心总经理兼海外事业部总经

理（代） 

12 邹健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本合约中心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13 张佳珺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

EIM 数创中心副总经理 

14 潘志祥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IM 数创中心总经理兼技术研发中心副

总经理 

15 郑文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总经理、上海本部临时党委书

记 

16 顾飞鸥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副总经理、上海本部临时党委

委员 

17 沈国栋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副总经理兼工艺系统部总经

理、上海本部临时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18 马捷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副总经理 

19 王理学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副总经理、上海本部临时党委

委员 

20 吕峻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总经理助理兼化工医药事业部

总经理 

21 应超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总经理助理兼智能制造事业部

总经理 

22 徐辰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总经理助理兼造纸环保事业部

总经理 

23 吕伟良 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4 孟昕 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5 杨威 上海申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6 丁立 上海申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7 陶斐 上海申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8 罗军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9 李振洲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 

30 李芳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31 蒋超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32 朱成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 

 

序号 姓名 职务 

33 李健中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五工程设计所所长 

34 黄宇翔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七工程设计所所长 

35 胡晶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承包管理部经理 

36 谢显国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7 黄劲松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38 谭文正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39 万华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40 张成峰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制浆造纸事业部总经理 

41 黄勇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42 温国伟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43 王进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兼总建筑师 

44 程杰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45 李亚农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建筑设

计一院院长 

46 阮洋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47 李萌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48 滕建军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49 黄靖超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0 李伟霄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兼

第一工程事业部总经理 

51 颜安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费控部总经理、项目管

理部常务副总经理 

52 张青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3 文超辉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 

54 王康健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55 李光武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56 黄华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57 陈波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烟草及综合事业部总经

理 

58 刘军杰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食品发酵事业部总经理 

59 刘晓斌 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60 赵小朋 
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事、副

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61 叶冬飞 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62 王新刚 中国轻工业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63 李士军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64 王浩智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65 刘金龙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66 刘仕海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67 柳炜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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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68 倪正清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69 张小江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70 袁路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71 吴德峰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72 张裕福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本部轻工行业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73 梁斌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轻工行业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