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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授予股数 

占本次授

予总量的

比例 

占股本总

额的比例 

1 刘汉波 总经理 475,000 1.340% 0.012% 

2 陆俊山 党委书记 475,000 1.340% 0.012% 

3 杨世成 副总经理 427,000 1.204% 0.011% 

4 秦炯 副总经理 427,000 1.204% 0.011% 

5 项永民 总会计师 427,000 1.204% 0.011% 

6 罗宇明 副总经理 427,000 1.204% 0.011% 

7 屠士明 纪委书记 427,000 1.204% 0.011% 

8 赵金文 副总经理 427,000 1.204% 0.011% 

9 李倬琼 
总法律顾问、董事会

秘书 
380,000 1.072% 0.009% 

10 赵宇光 总经理助理 380,000 1.072% 0.009% 

激励对象 
人均授予股

数 

授予股数合

计 

占本次授予

总量的比例 

占股本总

额的比例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共 10

人 
427,200 4,272,000 12.047% 0.106% 

其

他

激

励

对

象 

公司所属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共 19 人 
319,947 6,079,000 17.143% 0.151% 

公司总部核心骨干，

共 56 人 
240,071 13,444,000 37.913% 0.333% 

公司主要子公司核

心骨干，共 48 人 
243,021 11,665,000 32.896% 0.289% 

小计，共 123 人 253,561 31,188,000 87.953% 0.774% 

授予合计，共 133 人 266,617 35,460,000 100.000% 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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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其他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1 佟明 总部核心骨干 

12 倪艺丹 总部核心骨干 

13 马国强 总部核心骨干 

14 夏坚强 总部核心骨干 

15 林楠 总部核心骨干 

16 黄磊 总部核心骨干 

17 章一鸣 总部核心骨干 

18 陈俊伟 总部核心骨干 

19 泮定玉 总部核心骨干 

20 赵彤 总部核心骨干 

21 周程 总部核心骨干 

22 章雷 总部核心骨干 

23 王熠 总部核心骨干 

24 韩沛婷 总部核心骨干 

25 张亮 总部核心骨干 

26 曹非 总部核心骨干 

27 龚岚 总部核心骨干 

28 施伟民 总部核心骨干 

29 时琳 总部核心骨干 

30 朱雪峰 总部核心骨干 

31 张桂臣 总部核心骨干 

32 高楠 总部核心骨干 

33 李承涛 总部核心骨干 

34 陈建荣 总部核心骨干 

35 唐兆军 总部核心骨干 

36 李成 总部核心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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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艳 总部核心骨干 

38 孙嵘 总部核心骨干 

39 李伟 总部核心骨干 

40 陆凡 总部核心骨干 

41 葛蔚 总部核心骨干 

42 肖滨江 总部核心骨干 

43 赖声亮 总部核心骨干 

44 王音 总部核心骨干 

45 李丽莉 总部核心骨干 

46 温福兴 总部核心骨干 

47 王超 总部核心骨干 

48 徐寅生 总部核心骨干 

49 沈莉娟 总部核心骨干 

50 林鸥 总部核心骨干 

51 赵小淮 总部核心骨干 

52 张奥棽 总部核心骨干 

53 徐连伟 总部核心骨干 

54 李叙华 总部核心骨干 

55 张蕾 总部核心骨干 

56 朱超刚 总部核心骨干 

57 刘萌 总部核心骨干 

58 李力 总部核心骨干 

59 应超 总部核心骨干 

60 曾向峰 总部核心骨干 

61 李朝军 总部核心骨干 

62 陈颖 总部核心骨干 

63 王振明 总部核心骨干 

64 姚巧红 总部核心骨干 

65 楼于海 总部核心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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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孟祥军 总部核心骨干 

67 贾军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68 陆建华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69 陈平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0 丛剑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1 胡献礼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2 朱迈进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3 俞伯正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4 叶军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75 陈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76 凌志远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77 赵力男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78 张多学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79 梁云初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0 刘文保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1 徐葳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2 任照平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3 梅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4 彭飞龙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5 贾东艳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6 陈建尧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7 冯建良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8 郭彩俊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89 欧阳龙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0 林睿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1 毛文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2 庄德平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93 郑祖荣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94 高光强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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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叶青培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6 毛华宇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7 胡天杰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8 宋源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99 陈业平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0 陈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1 王锡刚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2 张纪峰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3 王增华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04 张清海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05 卜凡义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06 董贺宣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7 邓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8 张勇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09 邹文生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0 于震宏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1 毛丙传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2 运庆昌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3 姜立东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4 周立波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5 高海英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6 姜伟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7 赵祖斌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8 王久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19 张志军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0 李辉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1 常满文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2 张春宇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3 郑宝成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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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崔勇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5 袁程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6 王智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7 樊华 主要子公司核心骨干 

128 陈长城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9 李俊海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0 王廷林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1 董良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2 许经滨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3 纪明斯 所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