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 

1、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153 人） 2,825,000 93.39% 3.06%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2,825,000 93.39% 3.06% 

2、预留部分 200,000 6.61% 0.22% 

合计 3,025,000 100% 3.27%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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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授予中，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国 籍 职位 

1 HUANG JIXIN（黄继
欣） 新加坡 部门总监(机器视觉部门) 

2 柯敏 中国 软件部门总监 

3 彭荣森 中国 总监 

4 邹小军 中国 生产运营总监 

5 ZHANG MENG(张
梦) 新加坡 市场总监 

6 陈建强 中国 高级研发经理 

7 刘洋 中国 部长 

8 张楠 中国 高级项目经理 

9 任戬 中国 技术副总监 



10 李泽标 中国 主管 

11 胡珊珊 中国 总经理助理 

12 Xu Genfu 新加坡 机械设计研发经理 

13 郭亮 中国 高级研发经理 

14 杨光华 中国 工程副经理 

15 张孟雄 中国 技术支持经理 

16 文少剑 中国 项目经理 

17 侯国华 中国 生产经理 

18 余冠南 中国 主任工程师 

19 高玉娜 中国 计划部总监 

20 卢月月 中国 人力资源经理 

21 ZHAO ZHENGYI(赵
正毅) 新加坡 经理(装备研发部-运动控制组) 

22 曾辉 中国 销售经理 

23 黄洪彬 中国 销售经理 

24 张锦鹏 中国 软件经理 

25 王大鹏 中国 经理 

26 潘秋现 中国 财务经理 

27 王剑宇 中国 主管 

28 刘祖富 中国 副经理 

29 刘爱江 中国 项目主管 



30 王昌奇 中国 项目经理 

31 黄海 中国 应用工程师 

32 Teh Sow Boon 马来西亚 高級光学工程师 

33 陈磊义 中国 经理 

34 安玉明 中国 销售经理 

35 周焕先 中国 光学工程师 

36 张九涛 中国 光学工程师 

37 贺亚龙 中国 售前主管 

38 徐志良 中国 硬件主管 

39 尹君 中国 光学工程师 

40 宾湘伟 中国 硬件主管 

41 田松 中国 生产主管 

42 许镇辉 中国 主管 

43 杨庆双 中国 电子工程师 

44 黄杰生 中国 光学工程师 

45 罗娟 中国 采购工程师 

46 贺静波 中国 销售主管 

47 孙填 中国 业务员 

48 张瑞 中国 销售主管 

49 罗如海 中国 业务员 



50 殷小广 中国 销售主管 

51 刘晨 中国 销售经理 

52 宋杰 中国 销售主管 

53 黄鹏 中国 业务员 

54 孙鹏飞 中国 销售主管 

55 杨锐 中国 外贸业务员 

56 张立 中国 主管 

57 罗蔚斌 中国 资讯经理 

58 蔡佗娣 中国 审计经理 

59 苏林 中国 高级经理 

60 黎振郁 中国 生产经理 

61 杨海丰 中国 应用副经理 

62 王喆 中国 技术支持副经理 

63 胡玮 中国 主管 

64 柯梽全 中国 副经理 

65 朱良琴 中国 项目工程师 

66 CHANG JUI-WEN(张
瑞文) 中国台湾 专家光学工程师 

67 兰树豪 中国 高级应用工程师 

68 丁炯 中国 项目经理 

69 吴富金 中国 软件经理 



70 陈德佳 中国 硬件助理工程师 

71 Yim Sungnam 韩国 高级软件经理 

72 ZHANG XIAOGONG
（张晓公） 新加坡 销售经理 

73 鲁承良 中国 品质经理 

74 支雪 中国 经理 

75 李刚金 中国 高级电气工程师 

76 郭信 中国 软件主管 

77 肖雪峰 中国 软件主管 

78 房晓璇 中国 销售经理 

79 李长团 中国 电气副经理 

80 吴洋 中国 项目经理 

81 王泽宇 中国 项目经理 

82 王洪浩 中国 项目经理 

83 田野 中国 助理工程师 

84 谢冬辉 中国 软件工程师 

85 孙翔 中国 软件工程师 

86 许小敏 中国 光学工程师 

87 孔科 中国 应用工程师 

88 张威 中国 应用工程师 

89 吴鹏 中国 应用工程师 



90 曾锟 中国 结构工程师 

91 程晋生 中国 光学工程师 

92 廖洋 中国 光学工程师 

93 郭元发 中国 仓管员 

94 黄海翔 中国 光学工程师 

95 廖东升 中国 结构工程师 

96 邱晗亮 中国 工艺工程师 

97 王进华 中国 工艺工程师 

98 魏晓生 中国 结构工程师 

99 罗忠 中国 电子工程师 

100 陈上荣 中国 硬件助理工程师 

101 张小东 中国 硬件助理工程师 

102 李书帆 中国 硬件助理工程师 

103 刘航明 中国 应用工程师 

104 余立崇 中国 市场专员 

105 闫素华 中国 外贸业务员 

106 宋路露 中国 外贸业务员 

107 朱丽纯 中国 会计 

108 覃玉梅 中国 主管 

109 罗希 中国 会计 



110 李花 中国 会计 

111 钟华梅 中国 物控主管 

112 蔡胜军 中国 机械主管 

113 温剑平 中国 高级机械工程师 

114 季强 中国 高级机械工程师 

115 张顺起 中国 光学助理工程师 

116 刘红弟 中国 中级光学工程师 

117 欧阳威 中国 硬件工程师 

118 郭胜帅 中国 初级光学工程师 

119 刘俊东 中国 光学助理工程师 

120 周桂阳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1 彭俊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2 李泽栋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3 杨佳丽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4 谢永良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5 古富永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6 刘锋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7 陈跃鹏 中国 机械工程师 

128 赵鲜海 中国 高级应用工程师 

129 陈杰 中国 高级应用工程师 



130 李晓明 中国 中级电气工程师 

131 刘元奋 中国 电气工程师 

132 黄旭明 中国 高级软件工程师 

133 杨国旺 中国 软件工程师 

134 刘阳 中国 应用工程师 

135 王世亮 中国 高级应用工程师 

136 陈日帅 中国 应用工程师 

137 吴锦伦 中国 软件工程师 

138 黎学源 中国 硬件工程师 

139 谭海波 中国 经理 

140 Hoong Wei Yik 马来西亚 软件经理 

141 Lyu Mengda 新加坡 项目经理 

142 胡林秀 中国 证券事务代表 

143 孙林 中国 高级应用工程师 

144 吴乐 中国 技术支持主管 

145 谢超 中国 应用主管 

146 华山河 中国 高级顾问 

147 李超 中国 编程工程师 

148 陈伟单 中国 生产组长 

149 姚冬 中国 视觉工程师 



 

注：1、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将在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确定。 

2、外籍激励对象为公司业务骨干或技术骨干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7 日 

 

150 姚林昌 中国 高级视觉工程师 

151 李丽华 中国 QC 

152 黄静坤 中国 采购工程师 

153 丁良爽 中国 PIE 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