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调整后）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注：1、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3、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及其配偶、直系近亲属。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名单 

序号 职位 姓名 

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何本强 

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姚明明 

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吴立伟 

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童捷鸣 

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徐光红 

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姚祎敏 

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费丽 

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周璟 

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吴育群 

1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王琦 

1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于本浩 

1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朱康 

1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王德琴 

1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杨志强 

1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全玲 

1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何启伟 

1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余启龙 

1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唐攀 

1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梁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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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目前股本总额

的比例 

肖宝玉 财务总监 30 3.85% 0.03%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136 人） 
749.3 96.15% 0.71% 

合计 779.3 100% 0.74% 



2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孙杰 

2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鲁浩 

2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宇奎 

2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吴建 

2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刘国山 

2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浩 

2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胡皓 

2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圣记 

2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龙波 

2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晓 

3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瑞 

3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刘倩 

3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阚稳稳 

3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陈浩 

3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章国华 

3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尹武 

3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周传勇 

3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杨家亮 

3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胡应龙 

3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宏俊 

4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章文兵 

4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韦彪 

4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金尚军 

4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林海思 

4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林文才 

4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卢玉庆 

4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杨 

4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聂江水 

4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宫健 

4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林超 

5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鲍健 

5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王良鹏 

5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俊羽 

5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贾仁林 

5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明义 

5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强 

5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费晓波 

5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王洪锁 

5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岳广辉 

5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邓锐 

6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于宏波 

6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刘庆 

6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牛高伟 



6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陈远奎 

6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胡三灵 

6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苏宣虎 

6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季长征 

6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冀怀磊 

6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郑书鑫 

6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马原 

7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汪文龙 

7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石磊 

7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雷永进 

7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胡革亭 

7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臣 

7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郑磊 

7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申 

7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汪政华 

7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支冬梅 

7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黄玲静 

8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俊杰 

8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秋硕 

8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飞 

8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艾桢灿 

8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齐元龙 

8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榕晖 

8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杨恒 

8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赵兰英 

8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吴凯庆 

8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段光勇 

9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袁雯雯 

9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陈青松 

9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刘恒辉 

9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邹小猛 

9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袁昌 

9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蔡明强 

9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熊和齐 

9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董海成 

9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余一雨 

9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陶丽 

10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安亚坤 

10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赵磊 

10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胡雅宁 

10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德华 

10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纳 

10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刘澍霖 



10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勇勇 

10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田浩梁 

10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柏寅 

10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蒋军伟 

11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许晓伟 

11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罗世红 

11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崔学磊 

11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袁伏彪 

11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原建华 

11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黄凯 

11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井志永 

11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黄超 

11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刘振权 

11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陈高利 

12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王霞 

12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龙威 

12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陈新庭 

12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叶莲花 

12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马国栋 

12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敖志强 

12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赵宏博 

127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春喜 

128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王立忠 

129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李永杰 

13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张强 

13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赵红卫 

132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杨早庭 

133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梁志斌 

13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赵之鹏 

135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佘友华 

136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蔡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