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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期权额度 

(万份) 

获授权益占

授予总量比

例 

标的股票占

总股本的比

例 

1 彭震 
副董事长、总经

理、首席执行官 
40 1.05% 0.03% 

2 庞松涛 董事 36 0.95% 0.03% 

3 袁安军 董事 36 0.95% 0.03% 

4 李金 副总经理 36 0.95% 0.03% 

5 胡雷钧 副总经理 36 0.95% 0.03% 

6 孔亮 副总经理 30 0.79% 0.02% 

7 郑子亮 副总经理 36 0.95% 0.03% 

8 赵震 副总经理 30 0.79% 0.02% 

9 公维锋 副总经理 30 0.79% 0.02% 

10 孙海波 副总经理 30 0.79% 0.02% 

11 吴龙 财务总监 30 0.79% 0.02% 

12 李丰 董事会秘书 30 0.79% 0.02% 

中层、核心骨干人员 

（合计 124 人） 
3396 89.46% 2.63% 

股票期权合计授予 

136 人 
3796 100.00% 2.94% 

 

二、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林楷智 核心技术人员 

2 陶宇 中层管理人员 

3 刘军 核心技术人员 

4 徐振 中层管理人员 

5 于涛 中层管理人员 

6 张李智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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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乔英良 核心技术人员 

8 李仁刚 核心技术人员 

9 黄家明 核心技术人员 

10 张之海 核心技术人员 

11 张立强 核心技术人员 

12 江豫京 中层管理人员 

13 孙钢 中层管理人员 

14 宫明祥 区域总经理 

15 吕晓英 中层管理人员 

16 许殊玮 中层管理人员 

17 任婷婷 中层管理人员 

18 乔鑫 核心技术人员 

19 王管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 付磊 中层管理人员 

21 韩成轩 区域总经理 

22 吴向辉 区域总经理 

23 张大成 区域总经理 

24 孙业志 区域总经理 

25 于亮 中层管理人员 

26 邵颖 中层管理人员 

27 李翔 中层管理人员 

28 丁煜 中层管理人员 

29 苗永威 中层管理人员 

30 王宁军 区域总经理 

31 陈昌浩 区域总经理 

32 孙清超 区域总经理 

33 胡君 区域总经理 

34 田元生 区域总经理 

35 郭强 区域总经理 

36 纪磊 区域总经理 

37 殷飞平 核心技术人员 

38 叶丰华 核心技术人员 

39 吴楠 核心技术人员 

40 李鹏翀 核心技术人员 

41 吕文静 核心技术人员 

42 赵吉志 核心技术人员 

43 李永铭 核心技术人员 

44 范志超 核心技术人员 

45 李双星 核心技术人员 

46 赵青主 中层管理人员 

47 刘长营 中层管理人员 

48 李晓霞 中层管理人员 

49 张宏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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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高建刚 中层管理人员 

51 刘晓梅 中层管理人员 

52 魏然 中层管理人员 

53 杜平 中层管理人员 

54 魏健 核心技术人员 

55 姚萃南 核心技术人员 

56 刘海滨 核心技术人员 

57 宋桂香 核心技术人员 

58 吴安 核心技术人员 

59 顾春波 核心技术人员 

60 陈彦灵 核心技术人员 

61 郑辉 中层管理人员 

62 李锟 中层管理人员 

63 孙斌 核心技术人员 

64 李钟勇 核心技术人员 

65 金冉 核心技术人员 

66 赵帅 核心技术人员 

67 田晓鲁 核心技术人员 

68 姜乐果 核心技术人员 

69 邸双朋 核心技术人员 

70 李博乐 核心技术人员 

71 贺国练 中层管理人员 

72 卢安涛 中层管理人员 

73 曹森元 核心技术人员 

74 王永海 核心技术人员 

75 班华堂 核心技术人员 

76 袁鹏飞 核心技术人员 

77 刘风辉 核心技术人员 

78 曹翔 核心技术人员 

79 刘刚 核心技术人员 

80 王丽 中层管理人员 

81 孙磊 核心技术人员 

82 鲁璐 核心技术人员 

83 匡志鹏 中层管理人员 

84 岳克 中层管理人员 

85 朱发强 中层管理人员 

86 张扬 中层管理人员 

87 鲁键 中层管理人员 

88 王晓莉 中层管理人员 

89 兰秀宝 中层管理人员 

90 颜伟 核心技术人员 

91 张斌 核心技术人员 

92 刘羽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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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李寨国 中层管理人员 

94 蒋波 中层管理人员 

95 裴英超 中层管理人员 

96 刘志刚 核心技术人员 

97 吕秀芹 核心技术人员 

98 张洪宾 核心技术人员 

99 王琛 核心技术人员 

100 张在贵 核心技术人员 

101 张强 核心技术人员 

102 徐亮 中层管理人员 

103 吴达伟 中层管理人员 

104 赵雯 中层管理人员 

105 宫小灿 中层管理人员 

106 罗希望 中层管理人员 

107 姜凌燕 中层管理人员 

108 李娜 中层管理人员 

109 郭艳玲 中层管理人员 

110 任华进 核心技术人员 

111 平原 核心技术人员 

112 张峰 核心技术人员 

113 陈良华 核心技术人员 

114 李毅 核心技术人员 

115 贡维 核心技术人员 

116 蔡积淼 核心技术人员 

117 葛峰 核心技术人员 

118 孙磊 核心技术人员 

119 王林 核心技术人员 

120 刘涛 核心技术人员 

121 张琰 核心技术人员 

122 迟晓磊 中层管理人员 

123 王儒忠 中层管理人员 

124 王安强 中层管理人员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