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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对象名单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115 人） 
36.50 100% 0.06% 

合计（115 人） 36.50 100% 0.06%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岗位 

1 李嫚 总监 

2 王瑶 总监 

3 赵海鹏 总监 

4 罗威 总监 

5 周莉莉 总监 

6 李思齐 硬件技术支持工程师 

7 徐秀朋 硬件技术支持工程师 

8 张海明 硬件工程师 

9 申昌萍 硬件测试工程师 

10 刘贵翔 硬件测试工程师 

11 郭志强 应用软件工程师 

12 刘恩强 应用软件测试工程师 

13 曾进新 业务经理 

14 吴碧君 需求分析师 

15 张玉 需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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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尧 销售 

17 王群 销售 

18 吴铮 销售 

19 陈聃 销售 

20 杨德钊 销售 

21 王嵬 销售 

22 辜佳蓉 销售 

23 王彬 项目经理 

24 王胜状 系统运维工程师 

25 李西 系统软件测试工程师 

26 孔令强 系统软件测试工程师 

27 江伟 系统后台开发工程师 

28 彭智添 生产管理工程师 

29 金磊 软件架构师 

30 杨颖 渠道运营助理 

31 魏春林 器件认证工程师 

32 李俊 客户产品经理 

33 孙伟 精益工程师 

34 袁嘉斌 结构工程师 

35 高明全 结构工程师 

36 郑晓芳 交互设计师 

37 李海丰 交互设计师 

38 贺威 高级总监 

39 刘梅凤 高级总监 

40 方建生 高级研究员 

41 张腾 高级研究员 

42 裴国祥 高级部门经理 

43 罗军 高级部门经理 



 3 

44 鸦苏平 高级部门经理 

45 俞霞 高级部门经理 

46 周晓君 高级部门经理 

47 周军 副总经理 

48 周科松 副总工程师 

49 李成 1 电源工程师 

50 潘英彬 电源工程师 

51 开秋月 电源工程师 

52 许俊 电源工程师 

53 郑凌霄 电源工程师 

54 石思韬 产品经理 

55 林家滨 产品经理 

56 蔡璟琳 产品经理 

57 范伟杰 产品经理 

58 黄海强 产品经理 

59 蔡培培 测试开发工程师 

60 谢乔妹 采购工程师 

61 温翠芳 部门经理 

62 曹颖 部门经理 

63 焦小斌 部门经理 

64 史曹力 部门经理 

65 刘宏波 部门经理 

66 洪俊斌 部门经理 

67 吴正葵 部门经理 

68 蔡泽明 部门经理 

69 赵凯 部门经理 

70 郭荣飞 部门经理 

71 李炯光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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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黄廷鹏 部门经理 

73 谭荣华 部门经理 

74 陆艳玲 部门经理 

75 卢耀稳 部门经理 

76 何嘉俊 部门经理 

77 杨枫宇 部门经理 

78 曹菲辉 部门经理 

79 李兴芳 部门经理 

80 吴涛 部门经理 

81 郑纯丹 部门经理 

82 张姗姗 部门经理 

83 卢光辉 部门经理 

84 李杰 部门经理 

85 吕博扬 部门经理 

86 蒋凌云 部门经理 

87 徐飞 安卓应用软件工程师 

88 纪文波 安卓应用软件工程师 

89 林嘉伟 安卓应用软件工程师 

90 黄学斌 安卓系统软件工程师 

91 李江海 安卓系统软件工程师 

92 董源水 安卓系统软件工程师 

93 陈海南 安卓系统软件工程师 

94 李文安 安卓系统软件工程师 

95 李幸斌 windows 应用软件工程师 

96 胡承 windows 应用软件工程师 

97 郑旭 windows 应用软件工程师 

98 陈昌彦 web 前端应用软件工程师 

99 张桂梅 web 前端应用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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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谢晋 web 前端应用软件工程师 

101 林锡鑫 web 后台应用软件工程师 

102 郑灿锐 web 后台应用软件工程师 

103 王高向 web 后台应用软件工程师 

104 李少雄 web 后台应用软件工程师 

105 向建河 TV 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师 

106 饶林 TV 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师 

107 金美善 MAXHUB 区域总监 

108 苏良虎 Linux 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师 

109 邓小清 Layout 工程师 

110 谢慧 Layout 工程师 

111 唐广超 iOS 软件工程师 

112 黄文希 iOS 软件工程师 

113 周彬 CQA 工程师 

114 王水亮 C++软件工程师 

115 王敬贤 C++软件工程师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