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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 

 

一、总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

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本计划公

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1 朱晖 董事、副总裁 45 4.95% 0.08% 

2 钟伟刚 董事 45 4.95% 0.08% 

3 胡丹 董事、副总裁 12 1.32% 0.02% 

4 彭娜 
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12 1.32% 0.02% 

5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公司核心

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认为应

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

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

员工（共 83 人） 

678 74.51% 1.20% 

6 预留 118 12.97% 0.21% 

合计 910 100.00% 1.61% 

 

  二、公司核心技术、核心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李明 核心技术人员 

2 易绍平 核心技术人员 

3 王波 核心技术人员 

4 黄习坤 核心技术人员 

5 许建军 核心技术人员 

6 王庆波 核心技术人员 

7 杨红 核心管理人员 

8 金锐 核心技术人员 

9 贾雄杰 核心管理人员 

10 谢伦波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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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晶 核心管理人员 

12 何婵 核心管理人员 

13 叶秀军 核心管理人员 

14 汪新朝 核心技术人员 

15 杨秀林 核心技术人员 

16 李张林 核心管理人员 

17 季军 核心管理人员 

18 王德华 核心技术人员 

19 程冬保 核心管理人员 

20 胡文伟 核心技术人员 

21 王波 核心技术人员 

22 荆剡林 核心技术人员 

23 占思泉 核心技术人员 

24 沈爱国 核心技术人员 

25 陈强 核心技术人员 

26 李娥 核心管理人员 

27 梁傲平 核心技术人员 

28 何小波 核心技术人员 

29 刘烺 核心管理人员 

30 敖建忠 核心技术人员 

31 陈波 核心技术人员 

32 周勇 核心管理人员 

33 郑和 核心管理人员 

34 彭伟 核心技术人员 

35 龚昊 核心技术人员 

36 徐正波 核心技术人员 

37 曾榕 核心技术人员 

38 倪高云 核心技术人员 

39 刘海祥 核心技术人员 

40 万波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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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钟道琼 核心技术人员 

42 刘明星 核心技术人员 

43 舒剑 核心技术人员 

44 刘文 核心技术人员 

45 雷小庆 核心管理人员 

46 陶海军 核心技术人员 

47 苏建军 核心管理人员 

48 李发良 核心技术人员 

49 龙云辉 核心技术人员 

50 鲁力 核心技术人员 

51 陈斌 核心技术人员 

52 刘海 核心技术人员 

53 王文珠 核心技术人员 

54 冉伟 核心管理人员 

55 侯俊刚 核心技术人员 

56 艾志亮 核心技术人员 

57 柯友文 核心技术人员 

58 赵彦娟 核心技术人员 

59 张磊 核心技术人员 

60 林炳贤 核心技术人员 

61 阮金洲 核心管理人员 

62 李金玉 核心管理人员 

63 明道义 核心管理人员 

64 张碧华 核心管理人员 

65 祝敏 核心管理人员 

66 李珍 核心管理人员 

67 蔡绍伟 核心技术人员 

68 谢明军 核心技术人员 

69 蔡松 核心技术人员 

70 江秀玲 核心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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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叶甫 核心管理人员 

72 阎正化 核心技术人员 

73 张凯 核心管理人员 

74 唐辉 核心技术人员 

75 范彪 核心管理人员 

76 周益 核心管理人员 

77 田涛 核心管理人员 

78 王记才 核心管理人员 

79 宋基勇 核心管理人员 

80 郭飞 核心技术人员 

81 梁经文 核心管理人员 

82 陈俊 核心管理人员 

83 肖金涛 核心管理人员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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