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权益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的比

例（%） 

占股本总额的比

例（%） 

陈洪国 董事长 2,000 25.13 0.69 

胡长青 副董事长 500 6.28 0.17 

李兴春 副董事长 500 6.28 0.17 

李峰 总经理 300 3.77 0.10 

李雪芹 副总经理 300 3.77 0.10 

耿光林 副总经理 200 2.51 0.07 

李伟先 副总经理 200 2.51 0.07 

李振中 副总经理 200 2.51 0.07 

董连明 财务总监 100 1.26 0.03 

袁西坤 董事会秘书 30 0.38 0.01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其他人员 

（101 人） 
3,630 45.60 1.25 

合计（111 人） 7,960 100 2.74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其他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柴福星 核心骨干人员 

2 柴连光 核心骨干人员 

3 常风伟 核心骨干人员 

4 常浩 核心骨干人员 

5 陈刚 核心骨干人员 

6 陈亮 核心骨干人员 

7 崔庆明 核心骨干人员 

8 丁宁 核心骨干人员 

9 丁如堂 核心骨干人员 

10 丁万林 核心骨干人员 



11 董彦斌 核心骨干人员 

12 杜中俭 核心骨干人员 

13 冯涛 核心骨干人员 

14 葛怀前 核心骨干人员 

15 郭钦彦 核心骨干人员 

16 郭旭栋 核心骨干人员 

17 韩金丽 核心骨干人员 

18 韩庆国 核心骨干人员 

19 何玉鑫  核心骨干人员 

20 何志强 核心骨干人员 

21 贺琦 核心骨干人员 

22 洪玉锋 核心骨干人员 

23 侯成良 核心骨干人员 

24 侯正国 核心骨干人员 

25 胡金宝 核心骨干人员 

26 胡连海 核心骨干人员 

27 季开东 核心骨干人员 

28 鞠林 核心骨干人员 

29 郎需元 核心骨干人员 

30 李存良 核心骨干人员 

31 李海勇 核心骨干人员 

32 李洪华 核心骨干人员 

33 李金磊 核心骨干人员 

34 李康 核心骨干人员 

35 李明堂 核心骨干人员 

36 李培永 核心骨干人员 

37 李朋 核心骨干人员 

38 李强 核心骨干人员 

39 李强 核心骨干人员 

40 李天义 核心骨干人员 

41 李彦刚 核心骨干人员 

42 李跃武 核心骨干人员 

43 梁廷坤 核心骨干人员 

44 刘保林 核心骨干人员 

45 刘刚 核心骨干人员 

46 刘军 核心骨干人员 

47 刘军伟 核心骨干人员 

48 刘世强 核心骨干人员 

49 刘玮哲 核心骨干人员 

50 刘洋 核心骨干人员 

51 吕会冬 核心骨干人员 



52 麻景烨 核心骨干人员 

53 马洪亮 核心骨干人员 

54 马金亭 核心骨干人员 

55 马麟 核心骨干人员 

56 马永胜 核心骨干人员 

57 满礼 核心骨干人员 

58 孟祥启 核心骨干人员 

59 邱广旗 核心骨干人员 

60 曲波 核心骨干人员 

61 石雷 核心骨干人员 

62 宋立兴 核心骨干人员 

63 隋朋 核心骨干人员 

64 隋守田 核心骨干人员 

65 孙兵海 核心骨干人员 

66 谭道诚 核心骨干人员 

67 谭桐 核心骨干人员 

68 王德志 核心骨干人员 

69 王洪远 核心骨干人员 

70 王建新 核心骨干人员 

71 王垒 核心骨干人员 

72 王培军 核心骨干人员 

73 王伟 核心骨干人员 

74 王伟民 核心骨干人员 

75 王晓东 核心骨干人员 

76 魏德才 核心骨干人员 

77 吴永刚 核心骨干人员 

78 肖鹏 核心骨干人员 

79 杨东民 核心骨干人员 

80 杨立波 核心骨干人员 

81 杨胜林 核心骨干人员 

82 杨长生 核心骨干人员 

83 张波 核心骨干人员 

84 张传勇 核心骨干人员 

85 张德堂 核心骨干人员 

86 张刚 核心骨干人员 

87 张光斌 核心骨干人员 

88 张国君 核心骨干人员 

89 张国礼 核心骨干人员 

90 张国英 核心骨干人员 

91 张金玉 核心骨干人员 

92 张清志 核心骨干人员 



93 张淑梅 核心骨干人员 

94 张新起 核心骨干人员 

95 张旸 核心骨干人员 

96 张英民 核心骨干人员 

97 赵安全 核心骨干人员 

98 赵志刚 核心骨干人员 

99 赵子刚 核心骨干人员 

100 郑嘉宾 核心骨干人员 

101 祖金龙 核心骨干人员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