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黄德强 副总裁 450 12.22% 0.24% 

苏俊锋 董事、副总裁 200 5.43% 0.11%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148 人） 

3033 82.35% 1.59% 

合计 3683 100.00% 1.94% 

 

二、 激励对象名单（此列不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储元明 子公司总经理 

2 邢大川 子公司副总经理 

3 汤旭锋 子公司副总经理 

4 单成保 职能部门总经理 

5 易鸿 事业部总经理 

6 时峰 事业部总经理 

7 刘康林 事业部总经理 

8 毛振宇 事业部总经理 



 

9 张少华 子公司总经理 

10 谭春 事业部总工程师 

11 苏文 事业部总经理 

12 梁国挥 事业部副总经理 

13 谢辉优 事业部总工程师 

14 申克成 事业部总工程师 

15 王海涛 事业部总工程师 

16 柴晓华 事业部总经理 

17 林木青 事业部总工程师 

18 宋继荣 事业部总经理 

19 刘东洋 事业部研发总监 

20 张琳 子公司副总经理 

21 李高 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22 朱家富 子公司财务总监 

23 夏喜明 子公司副总裁 

24 袁风保 子公司副总裁 

25 匡付华 职能部门总经理 

26 李信洪 职能部门总工程师 

27 梁丰 事业部副总经理 

28 安建月 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29 周思法 事业部副总经理 

30 田明井 事业部副总经理 



 

31 蔡伟周 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32 何淼 子公司总经理 

33 汪广 子公司总工程师 

34 许亚姿 职能部门经理 

35 刘永红 职能部门经理 

36 张芬 职能部门经理 

37 王开文 职能部门经理 

38 陈景生 职能部门总经理 

39 赵阳 职能部门经理 

40 江英萍 职能部门经理 

41 黄利萍 职能部门法务经理 

42 张娅 职能部门副经理 

43 陈茂菊 职能部门副经理 

44 杨卉 职能部门副经理 

45 肖珊 职能部门管理者代表 

46 罗维 子公司总经理 

47 陈国汉 事业部销售经理 

48 邱佰平 事业部设备部经理 

49 钟宇彤 事业部区域总经理 

50 陈麟 子公司副总经理 

51 冯培兵 子公司技术中心总监 

52 姚维权 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53 刘振东 子公司项目总监 

54 陈俊 子公司项目总监 

55 刘运川 子公司收款总监 

56 吕建兴 子公司投标经理 

57 朱瑶 子公司董事长助理 

58 刘国立 事业部解决方案总监 

59 刘友良 子公司业务部总监 

60 许茹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61 邓利艳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62 于成铖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63 余勇军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64 赵雷 子公司物流公司总经理 

65 周罗栗娟 职能部门开发主管 

66 李兴飞 职能部门暖通工程师 

67 吴登峰 事业部总经理 

68 张恩波 事业部总经理 

69 蒋辉华 事业部暖通技术总监 

70 周业洪 事业部分公司总工程师 

71 姜辉 事业部分公司总工程师 

72 何维滔 事业部分公司总经理 

73 芦金春 事业部分公司总工程师 

74 黄立慷 事业部技术副总监 



 

75 李剑波 事业部技术总监 

76 朱爱林 事业部工程总监 

77 薛万彪 事业部业务总监 

78 王宏森 事业部研发总监 

79 孙勇 事业部机场业务总监 

80 杨广禄 事业部设计总监 

81 王维贺 事业部机电工程中心总监 

82 杨雪来 事业部技术方案中心总监 

83 何永辉 事业部区域总经理 

84 向浩然 事业部区域总经理 

85 杨荣保 事业部区域总经理 

86 罗亚 子公司总经理 

87 李玉坚 子公司总经理 

88 杨玉芳 子公司区域总监 

89 华正茂 子公司区域总监 

90 冯勤 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 

91 杨雅婧 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 

92 赵琴 子公司财务部经理 

93 袁亚锋 子公司产品总监 

94 杨睿智 子公司产品总监 

95 奚军 子公司运营中心总监 

96 邵锋 子公司代理经理 



 

97 汪天阳 子公司质量总监 

98 王正华 子公司经理 

99 柏皓 子公司市场部经理 

100 张华超 子公司售后事业部总经理 

101 雷红喜 子公司项目总监 

102 王英磊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103 张志强 子公司技术部经理 

104 李硕 证券事务代表 

105 陈倩 职能部门人事主管 

106 黎勋 事业部工程总监 

107 徐兵 事业部工程总监 

108 王军 事业部设计总监 

109 李进保 事业部方案研发技术专家 

110 王康 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111 高杰 事业部运营总监 

112 潘超 事业部技术支持总监 

113 刘忠华 事业部电气技术总监 

114 刘洪文 事业部经理 

115 李洋 事业部分公司总经理 

116 颜勇 事业部分公司总工程师 

117 刘冠敬 事业部分公司总工程师 

118 李进 事业部项目经理 



 

119 蔡祥龙 子公司综合部经理 

120 黄志勇 子公司市场总监 

121 王科丰 子公司区域总监 

122 张鹏飞 子公司区域总监 

123 李安 子公司区域总监 

124 王进 子公司区域总监 

125 史礼迪 子公司技术总监 

126 邢怡嘉 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127 危明 子公司采购部经理 

128 周治明 子公司机电部经理 

129 于明杨 子公司研发经理 

130 云峰 子公司售前支持副经理 

131 师伟 子公司渠道总监 

132 赵海波 子公司产品主管 

133 褚贵峰 子公司销售区域经理 

134 毛吉炎 事业部设计副总监 

135 高树志 事业部售前技术支持部经理 

136 胡后才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137 许东浩 子公司下属总经理 

138 赵志熙 子公司总经理 

139 李剑 子公司营销经理 

140 叶青松 子公司副总经理 



 

141 王淳彬 事业部研发工程师 

142 夏佳 子公司研发副经理 

143 饶爽 事业部产品经理 

144 朱汉忠 事业部研发总监 

145 张卫 事业部研发支持部经理 

146 薛新峰 事业部技术总监 

147 方圆 子公司运营经理 

148 杨栋 子公司区域经理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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