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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一、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序号 类别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份） 

占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1 中层管理人员（18人） 32.25 13.64% 0.08% 

2 核心业务人员（12人） 26.75 11.31% 0.07% 

3 核心技术人员（85人） 177.50 75.05% 0.44% 

合计 236.50 100.00% 0.58%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闫红旗 中层管理人员 

2 李亚中 中层管理人员 

3 李虎 中层管理人员 

4 杜红利 中层管理人员 

5 徐加军 中层管理人员 

6 艾娟 中层管理人员 

7 孙奇君 中层管理人员 

8 张鹏 中层管理人员 

9 袁俊卿 中层管理人员 

10 余金爽 中层管理人员 

11 毛君波 中层管理人员 

12 吴慧娟 中层管理人员 

13 王思钧 中层管理人员 

14 卞晓艳 中层管理人员 

15 胡伟军 中层管理人员 

16 熊燕 中层管理人员 

17 王强 中层管理人员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18 何雷军 中层管理人员 

19 顾松桥 核心业务人员 

20 吕萍 核心业务人员 

21 李学平 核心业务人员 

22 赵叙华 核心业务人员 

23 方婷婷 核心业务人员 

24 袁科杰 核心业务人员 

25 李晶欣 核心业务人员 

26 王婕 核心业务人员 

27 朱明军 核心业务人员 

28 王桂英 核心业务人员 

29 李拓 核心业务人员 

30 翁明民 核心业务人员 

31 黄雷 核心技术人员 

32 肖作裕 核心技术人员 

33 吴飞 核心技术人员 

34 徐小均 核心技术人员 

35 赵远 核心技术人员 

36 刘生迪 核心技术人员 

37 戴洋圣 核心技术人员 

38 郝俊波 核心技术人员 

39 张松 核心技术人员 

40 李斌 核心技术人员 

41 江淮 核心技术人员 

42 李亚平 核心技术人员 

43 徐金祥 核心技术人员 

44 张俊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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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45 杨志胜 核心技术人员 

46 汪燕 核心技术人员 

47 范为保 核心技术人员 

48 杨玉泰 核心技术人员 

49 汤建法 核心技术人员 

50 赵银昌 核心技术人员 

51 袁红波 核心技术人员 

52 徐军 核心技术人员 

53 张建运 核心技术人员 

54 薛春海 核心技术人员 

55 张家豪 核心技术人员 

56 武永立 核心技术人员 

57 汪金星 核心技术人员 

58 宋健 核心技术人员 

59 周磊 核心技术人员 

60 李辉 核心技术人员 

61 林伟 核心技术人员 

62 金军良 核心技术人员 

63 李孝娟 核心技术人员 

64 杜玉盼 核心技术人员 

65 陈新梅 核心技术人员 

66 周玮冰 核心技术人员 

67 李彩花 核心技术人员 

68 吕晓兵 核心技术人员 

69 文永鹏 核心技术人员 

70 王俊 核心技术人员 

71 梁宁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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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72 毛丽江 核心技术人员 

73 郭兴林 核心技术人员 

74 高孝武 核心技术人员 

75 辛来文 核心技术人员 

76 陈业锋 核心技术人员 

77 韩俊 核心技术人员 

78 袁瑞 核心技术人员 

79 秦佳佳 核心技术人员 

80 朱余良 核心技术人员 

81 林楚娣 核心技术人员 

82 马继平 核心技术人员 

83 康静 核心技术人员 

84 鲁旭波 核心技术人员 

85 王康君 核心技术人员 

86 宋仁伟 核心技术人员 

87 訾德磊 核心技术人员 

88 夏瑞军 核心技术人员 

89 王央芳 核心技术人员 

90 王希武 核心技术人员 

91 何志红 核心技术人员 

92 吴民军 核心技术人员 

93 吴克祥 核心技术人员 

94 武文强 核心技术人员 

95 游军 核心技术人员 

96 许可为 核心技术人员 

97 邬伟国 核心技术人员 

98 刘水儿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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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99  於国平 核心技术人员 

100 张伟达 核心技术人员 

101 沈静华 核心技术人员 

102 王欢 核心技术人员 

103 单金元 核心技术人员 

104 付仙兰 核心技术人员 

105 林雄伟 核心技术人员 

106 周慧芹 核心技术人员 

107 单强强 核心技术人员 

108 任新德 核心技术人员 

109 刘海平 核心技术人员 

110 徐娜 核心技术人员 

111 李红梅 核心技术人员 

112 俞亚华 核心技术人员 

113 罗兵 核心技术人员 

114 毛华龙 核心技术人员 

115 邱冬宇 核心技术人员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