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一） 股票期权 

姓名 公司职务 

拟授予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占拟授予总数

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胡成洋 董事、副总经理 80.00 4.63 0.08 

覃邦全 副总经理 270.00 15.62 0.28 

王巧兰 董事、财务总监 30.00 1.74 0.03 

姜志涛 董事、董事会秘书 30.00 1.74 0.03 

公司（含子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

的相关员工 44 人 

1319.00 76.29 1.38 

合计 1,729.00 100.00 1.81 

 

（二）限制性股票 

姓名 公司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股数（万

股） 

获授限制性股

票占授予总数

的比例（%） 

获授限制性股

票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公司（含子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

的相关员工 27 人 

369.00 100.00 0.39 

合计 369.00 100.00 0.39 

 

二、公司（含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公司董事会认

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 

 

（一）股票期权 

序号 姓名 公司 职务 

1 王晓林 科达股份 销售总监 

2 曾祥龙 科达股份 财务副总监 

3 张嘉炜 科达股份 法务总监 

4 林晓宇 科达股份 战略总监 

5 姜军 科达股份 技术总监 

6 张小东 科达股份 人力资源总监 

7 赵鹏 科达股份 滨州置业总经理 

8 郝崇原 科达股份 青岛置业总工 



9 李曼 科达股份 青岛置业成本控制部部长 

10 杨燕利 派瑞威行 副总裁 III（业务） 

11 易星 派瑞威行 副总裁 II（业务） 

12 韩莉 派瑞威行 副总裁 II（业务） 

13 余振 派瑞威行 副总裁 III（业务） 

14 刘宇琦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5 丁洁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6 钱旸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7 朱琦虹 派瑞威行 高级媒介总监 

18 褚旭 派瑞威行 高级运营总监 

19 杜达亮 华邑 总裁 

20 韩玲 华邑 执行副总裁 

21 杨远达 华邑 高级副总裁 

22 陆嘉聪 华邑 副总裁 

23 包丽娜 华邑 北京公司副总经理 

24 周欣 同立传播 总经理 

25 乔志诚 同立传播 副总经理 

26 陆骏毅 同立传播 副总经理 

27 沈慧丽 同立传播 副总经理 

28 刘杰娇 雨林木风 总经理 

29 姚志国 雨林木风 副总经理 

30 陈思远 雨林木风 副总经理 

31 吴薇 雨林木风 副总经理 

32 陈剑 雨林木风 副总经理 

33 宋立毅 百孚思 财务总监 

34 郭晨 百孚思 客户中心总经理 

35 张召宇 百孚思 策略中心总经理 

36 周云 百孚思 媒介中心总经理 

37 刘斌 百孚思 C2组组长 

38 程茵 百孚思 C1组组长 

39 赵进 百孚思 B组组长 

40 吕颖 百孚思 F组组长 

41 王华 百孚思 战略运营中心兼 A2组长 

42 陈迪 百孚思 客户中心项目负责人 

43 王莉军 百孚思 创意总监 

44 吴尚 百孚思 首席策略官 

 

（二）限制性股票 

序号 姓名 公司 职务 

1 莫晓钧 科达股份 游戏公司总经理 

2 王晓林 科达股份 销售总监 

3 张嘉炜 科达股份 法务总监 

4 胡宇辉 科达股份 审计总监 



5 刘阳 科达股份 品牌总监 

6 林晓宇 科达股份 战略总监 

7 郝崇原 科达股份 青岛置业总工 

8 李曼 科达股份 青岛置业成本控制部部长 

9 程军 派瑞威行 副总裁 I（职能） 

10 杨强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1 刘宇琦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2 丁洁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3 王良明 派瑞威行 高级客户总监 

14 石雅雪 派瑞威行 高级运营总监 

15 武慧琴 派瑞威行 渠道副总 

16 宋立毅 百孚思 财务总监 

17 郭晨 百孚思 客户中心总经理 

18 张召宇 百孚思 策略中心总经理 

19 周云 百孚思 媒介中心总经理 

20 刘斌 百孚思 C2组组长 

21 程茵 百孚思 C1组组长 

22 赵进 百孚思 B组组长 

23 吕颖 百孚思 F组组长 

24 王华 百孚思 战略运营中心兼 A2组长 

25 陈迪 百孚思 客户中心项目负责人 

26 王莉军 百孚思 创意总监 

27 吴尚 百孚思 首席策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