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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人员名单 

一、总体情况 

1、股票期权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本计划拟授

予股票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

总额的比例 

张冬生 副总经理 60.00 5.92% 0.11% 

高洪卓 副总经理 50.00 4.93% 0.09% 

胡一元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 
15.00 1.48% 0.03% 

杜彬 董事、副总经理 30.00 2.96% 0.05% 

葛炳东 副总经理 36.00 3.55% 0.07% 

王新生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60.00 5.92% 0.11% 

何小勇 副总经理 60.00 5.92% 0.11% 

张宇 副总经理 50.00 4.93% 0.09% 

韩宝荣 董事 30.00 2.96% 0.05% 

田常增 董事 10.00 0.99% 0.02% 

李传平 副总经理 10.00 0.99% 0.02% 

核心技术人员、骨干业务人员、子公司

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

行激励的其他员工（73 人） 

602.75 59.46% 1.09% 

合计 1,013.75 100.00% 1.83%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限制性股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本计划拟授

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

总额的比例 

胡一元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 
45.00 6.75% 0.08% 

杜彬 董事、副总经理 20.00 3.00% 0.04% 

韩宝荣 董事 30.00 4.50% 0.05% 

田常增 董事 5.00 0.75% 0.01% 

李传平 副总经理 10.00 1.5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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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本计划拟授

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

总额的比例 

核心技术人员、骨干业务人员、子公

司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

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70 人） 

556.75 83.50% 1.01% 

合计 666.75 100.00% 1.21%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公司/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股票期权 

序号 姓名 所属子公司/部门 职务 

1 朱岩 雄安动力源公司 副总裁兼雄安动力源总经理 

2 张文学 研究部 总工程师 

3 李锐 节能业务线 总裁助理 

4 何继红 财经管理部 总监 

5 褚立峰 总裁办 总监 

6 潘立华 总裁办 总裁办副主任 

7 丁艳丽 人力资源部 总监 

8 张洁 雄安办 主任 

9 何晓光 中试中心 总裁助理 

10 李忠信 中试中心 工艺总工 

11 李泽余 中试中心 测试骨干 

12 李源 中试中心 测试部负责人 

13 谢世亮 IT 管理部 总监 

14 车红婕 IT 管理部 副总监 

15 姚福林 采购中心 总计划师 

16 侯慧琴 战略部 业务总监 

17 谷金鹏 直流业务线 总监 

18 曹军辉 直流业务线 工业电源业务部总监 

19 柴文 直流业务线 研发高级工程师 

20 杨新悦 直流业务线 资深工程师 

21 王海龙 直流业务线 售后负责人 

22 姚建华 研究部 研发资深工程师 



第 3 页 

23 陈荣贵 通信业务线 销售骨干 

24 田兰华 通信业务线 技术支持骨干 

25 王旭日 通信业务线 副总监 

26 贾宏伟 通信业务线 通信产品开发部总监 

27 陈鹏 节能业务线 控制工程师（资深二级） 

28 彭丽巧 节能业务线 研发资深工程师 

29 李鹏 节能业务线 营销部副总监 

30 刘明 节能业务线 工程技术部总监 

31 霍飞龙 节能业务线 副总监 

32 孙来锋 海外营销中心 销售大区经理 

33 刘小虎 海外营销中心 销售大区经理 

34 齐伟 海外营销中心 海外市场总监 

35 曹瑞峰 海外营销中心 经营管理部副总监 

36 王海亮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37 苗晨霞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38 宋春光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39 崔庆兰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40 武小博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41 李军 深圳研发部 技术负责人 

42 李申慈 深圳研发部 研发骨干 

43 冯礼奎 深圳研发部 研发骨干 

44 王志强 迪赛公司 总经理 

45 田勇 迪赛公司 总工程师 

46 丁海东 迪赛公司 副总经理 

47 邢波 雄安动力源公司 总监 

48 张朝泽 雄安动力源公司 总监 

49 王新岐 雄安动力源公司 售前骨干 

50 李智勇 雄安动力源公司 副总裁助理 

51 邱振宇 雄安动力源公司 通用经营管理部总监 

52 张哲 雄安动力源公司 通用产品开发部总监 

53 汤鑫 雄安动力源公司 光储行业部总监 

54 王忠瑞 雄安动力源公司 研发高级工程师 

55 陆宝京 雄安动力源公司 研发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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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程鹏 雄安动力源公司 研发高级工程师 

57 张领强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副总监 

58 李学良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产品副总监 

59 侯钰珠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电源产品副总监 

60 龙军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资深工程师 

61 安东昱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资深工程师 

62 王世翔 安徽动力源 副总裁兼安徽动力源副总 

63 汪洋 安徽动力源 总经理 

64 潘俊 安徽动力源 设计负责人 

65 王艳艳 安徽动力源 计划负责人 

66 高翔 安徽动力源 总监 

67 陈锋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68 周媛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69 廖江平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70 陈华林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71 郭彦雷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72 冉小惠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73 王家洋 安徽动力源 生产总监 

2、限制性股票 

序号 姓名 所属子公司/部门 职务 

1 何继红 财经管理部 总监 

2 丁艳丽 人力资源部 总监 

3 张洁 雄安办 主任 

4 何晓光 中试中心 总裁助理 

5 李忠信 中试中心 工艺总工 

6 刘鹏 中试中心 高级工艺工程师 

7 李源 中试中心 测试部负责人 

8 谢世亮 IT 管理部 总监 

9 霍永新 采购中心 总裁助理 

10 范文明 审计监察部 总监 

11 刘铁林 审计监察部 审计监察部副总监 

12 侯慧琴 战略部 业务总监 

13 柴文 直流业务线 研发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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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新悦 直流业务线 资深工程师 

15 王海龙 直流业务线 售后负责人 

16 周迎锋 研究部 研发高级工程师 

17 徐英 研究部 系统工程师（资深二级） 

18 李丹 研究部 控制工程师（资深二级） 

19 李娟 研究部 资深工程师 

20 刘金凤 通信业务线 总监 

21 鹿卫东 通信业务线 总监 

22 郝忠士 通信业务线 销售骨干 

23 刘红 通信业务线 销售骨干 

24 华迪 通信业务线 营销部副总监 

25 李伟 通信业务线 系统集成部总监 

26 田兰华 通信业务线 技术支持骨干  

27 张弛 通信业务线 系统集成部副总监 

28 贾旭安 通信业务线 大区经理 

29 张建 通信业务线 控制工程师（资深二级） 

30 贾宏伟 通信业务线 通信产品开发部总监 

31 姚响 通信业务线 通信产品开发部 

32 郑翠红 通信业务线 通信产品开发部 

33 高伟 通信业务线 售后负责人 

34 辛绪武 节能业务线 业务线总工 

35 陈鹏 节能业务线 控制工程师（资深二级） 

36 彭丽巧 节能业务线 研发资深工程师 

37 李鹏 节能业务线 营销部副总监 

38 黄国雄 节能业务线 总监 

39 李尧 节能业务线 项目副主任 

40 吴刚 节能业务线 总监 

41 吕贵光 节能业务线 项目副主任 

42 刘小虎 海外营销中心 销售大区经理 

43 曹瑞峰 海外营销中心 经营管理部副总监 

44 翟芳妮 海外营销中心 销售部副总监 

45 王海亮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46 苗晨霞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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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宋春光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48 崔庆兰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49 武小博 海外营销中心 大区经理 

50 郭伟光 深圳研发部 研发高级工程师 

51 陆鑫 深圳研发部 研发高级工程师 

52 蒋志坚 深圳研发部 研发高级工程师 

53 李申慈 深圳研发部 研发骨干 

54 冯礼奎 深圳研发部 研发骨干 

55 张野超 深圳研发部 研发骨干 

56 王志强 迪赛公司 总经理 

57 丁海东 迪赛公司 副总经理 

58 梁萍 迪赛公司 财务经理 

59 祝文鹏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总监 

60 魏辉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经营管理部副总监 

61 侯钰珠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电源产品副总监 

62 安东昱 北京动力源新能源公司 资深工程师 

63 汪洋 安徽动力源 总经理 

64 何彦嘉 安徽动力源 采购负责人 

65 廖江平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66 陈华林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67 郭彦雷 财经管理部 财务经理 

68 刘兵 安徽动力源 董事长 

69 李荫峰 深圳动力聚能 总经理  

70 王家洋 安徽动力源 生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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