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讯精密（002475）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股票期权数量及人员名单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股票期权数量及人员名单 

2022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相关规定，注销 46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及 45

名 2021 年度绩效考核不达标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当期部分股票期权（注销

比例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上述拟注销的股票期权共计 1,230,044 份。 

上述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注销原因 

1 朱庆生 离职 

2 房文平 离职 

3 赖柏全 离职 

4 王成武 离职 

5 杨将华 离职 

6 汪富 离职 

7 周敏 离职 

8 周健 离职 

9 康琛 离职 

10 张宇 离职 

11 张盈 离职 

12 夏嵩 离职 

13 封振中 离职 

14 彭猛 离职 

15 肖彪 离职 

16 张军军 离职 

17 李健 离职 

18 付向阳 离职 

19 徐小侠 离职 

20 丁皓 离职 

21 刘顶孝 离职 

22 吉建春 离职 

23 黄浩 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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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付佳佳 离职 

25 张平 离职 

26 陈正良 离职 

27 林志烽 离职 

28 章军 离职 

29 CRUZ MARY ANN ANDAYA 离职 

30 张言齐 离职 

31 郑小宇 离职 

32 刘正遐 离职 

33 刘勇 离职 

34 刘明昇 离职 

35 吴建峰 离职 

36 赵秀云 离职 

37 董孩李 离职 

38 李培胜 离职 

39 吴新锋 离职 

40 李冬发 离职 

41 贺维 离职 

42 黄国钦 离职 

43 易健 离职 

44 黄素素 离职 

45 张小晖 离职 

46 郭飞 离职 

47 蔡进伟 绩效考核不达标 

48 车元良 绩效考核不达标 

49 丁进 绩效考核不达标 

50 曹威 绩效考核不达标 

51 胡开银 绩效考核不达标 

52 曹华 绩效考核不达标 

53 郭武 绩效考核不达标 

54 王洪平 绩效考核不达标 

55 舒晶 绩效考核不达标 

56 蒋红波 绩效考核不达标 

57 蓝荣钦 绩效考核不达标 

58 刘文杰 绩效考核不达标 

59 李进星 绩效考核不达标 

60 尹红兵 绩效考核不达标 

61 李贤奉 绩效考核不达标 

62 杨祥飘 绩效考核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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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卢方春 绩效考核不达标 

64 赖中元 绩效考核不达标 

65 田巍 绩效考核不达标 

66 王玟婷 绩效考核不达标 

67 浦绍令 绩效考核不达标 

68 贾号伟 绩效考核不达标 

69 黄兴强 绩效考核不达标 

70 舒琴 绩效考核不达标 

71 何国良 绩效考核不达标 

72 石贱友 绩效考核不达标 

73 万大志 绩效考核不达标 

74 王省委 绩效考核不达标 

75 刘志宾 绩效考核不达标 

76 柯英龙 绩效考核不达标 

77 丁威啸 绩效考核不达标 

78 王校威 绩效考核不达标 

79 邓怀宇 绩效考核不达标 

80 吴道轩 绩效考核不达标 

81 王云亮 绩效考核不达标 

82 刘宏权 绩效考核不达标 

83 吴道燕 绩效考核不达标 

84 李平 绩效考核不达标 

85 廖青锋 绩效考核不达标 

86 刘小平 绩效考核不达标 

87 王良才 绩效考核不达标 

88 李坤松 绩效考核不达标 

89 黄剑 绩效考核不达标 

90 ABRAMS ALLAN PAUL 绩效考核不达标 

91 万和朝 绩效考核不达标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