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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 12月 19日，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议案，并于同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备忘录第 8

号》”）等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结算”）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在

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以

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 

2、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6日向中登结算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结算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结算 2018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 2 名

内幕信息知情人交易过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变更摘要 

1 陈迪清 董事 2018-09-11 -5,280,000 102,031,067 卖出 

2 陈迪清 董事 2018-09-13 -8,720,000 93,311,067 卖出 

3 范建震 董事 2018-09-11 -980,000 102,030,864 卖出 

4 范建震 董事 2018-09-11 -4,300,000 103,010,864 卖出 

5 范建震 董事 2018-09-13 -8,720,000 93,310,864 卖出 

陈迪清先生、范建震先生的上述交易行为严格按照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8）进行，两人计划于 2018 年 8 月 9 日至 2019 年 2 月 8

日（窗口期不减持）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0,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不超过 5.73%）（以下简称“减持计划”），并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和 9 月

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共计 2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3.21%，两人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同时公司于 2018年 9月 13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进展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68）。 

陈迪清先生、范建震先生的上述交易行为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并就其买卖公司股票出具了书面说明，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代码：

300170）股票行为发生在知晓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相关事项之前，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结算 2018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激

励对象外，其余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前述激励对

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1 任秋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00   

2 张博翀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3 李少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3600 -66600 

4 王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3000 

5 郭雪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00   

6 孙宝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00 

7 周冬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100 -38100 

8 可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00   

9 剧晓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00 -2700 

10 杜英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4500 -240287 

11 李雪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800 

12 梁汉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200 -19200 

13 付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00 -12000 

14 陆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00 -1500 

15 马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16 张巧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1000 

17 李常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500 -38100 

18 贾以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19 马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18900 

20 王瑞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200 -12300 

21 徐志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0 -8900 

22 刘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00 -2900 

23 杨帆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00 -6100 

24 樊亚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400 -15000 

25 张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00 -3000 

26 马永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300 -64500 

27 张潇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00 -1900 

28 孙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9000 

29 初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00 -1400 

30 孙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00 -3000 

31 李时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6000 

32 姜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33 刘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   

34 孙学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00 -800 

35 崔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9000 

36 金英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600 -40000 

37 刘永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 -3400 

38 代天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300   

39 王浩然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300 

40 赵文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00   

41 李向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000 -540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42 管士兵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700 -18100 

43 陈家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 -1000 

44 周政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800 -3300 

45 许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2000 

46 任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00 -1900 

47 甘晓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0 -4000 

48 龚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100 -3100 

49 杨超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200 -7500 

50 周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000 -21000 

51 吴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0 -1000 

52 邢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100 -19200 

53 沈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00 -5000 

54 诸宇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6400 -419000 

55 沈立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16900 

56 孙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600 -15600 

57 杨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0 -10000 

58 袁静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00 -15100 

59 毛彦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00 -21700 

60 张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00 -12800 

61 胡小晶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900 -3100 

62 林金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600 -114600 

63 陈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4300 -148300 

64 马晨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 

65 汪荣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2100 -62300 

66 王惠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67 温兆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500 -23600 

68 钟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6930 

69 于卿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000 -29000 

70 刘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 -6300 

71 张琍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0700 -162500 

72 邱弘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00 -6700 

73 唐一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00 -9600 

74 陆慧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75 薛建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500 -37500 

76 徐洁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00 -2600 

77 陶丽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500 -28000 

78 张轶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200 -31400 

79 蔡艳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0 -2800 

80 王玉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0000 -430000 

81 郑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12000 

82 方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200 -112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83 沈雨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0   

84 黄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 -500 

85 邹志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200 -8100 

86 张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0 -3000 

87 皮迎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88 高荣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300 -30300 

89 景皓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00 

90 赵文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300 -21300 

91 唐文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100 -19500 

92 黄丹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00 -5000 

93 纪晓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400 -19300 

94 沈汪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00 -1000 

95 刘志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400   

96 李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900 -43900 

97 唐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0 -500 

98 唐寿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000 -56400 

99 卞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00 -4500 

100 戎丽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101 姚伟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102 张晴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400 -2700 

103 李翼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400 -22600 

104 陶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8300 -124300 

105 朱炳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00   

106 姚秋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 -1000 

107 李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3800 -307800 

108 林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100 

109 吕胜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4000 -153000 

110 梅宇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00   

111 俞洁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112 杨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113 王松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900 -29200 

114 汪方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0 -1400 

115 吴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200 -9700 

116 王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200 -17800 

117 夏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00 -4000 

118 尹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00 

119 徐苏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0 -800 

120 王士礼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800 -13100 

121 王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500 -4900 

122 凡利恒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500 -16700 

123 刘朝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124 赵伯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0 -500 

125 程祉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126 施霖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400 -40000 

127 李晋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128 邱晓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900 -41800 

129 陈燕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00 -9600 

130 刘富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   

131 许良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00 -11300 

132 曾雄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300 -61000 

133 李彬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6000 

134 谢华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135 叶忠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300 -56300 

136 游伟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000 -27000 

137 黄水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138 张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700 -53700 

139 郑智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9900 -507300 

140 程长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700 -49700 

141 荣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 -400 

142 卢飞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700 -17900 

143 朱春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700 -12000 

144 陈浩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145 黄开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146 易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00 -2200 

147 葛蔼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00 -3200 

148 滕宇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400 -5500 

149 黄春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2200 

150 甘友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00 -8900 

151 张学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00 -9300 

152 聂俊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0 -4000 

153 胡辉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27952 -1524452 

154 余丽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2000 

155 杜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300 -11900 

156 王雪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500 -46700 

157 王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3000 

158 蔡玲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200 -3700 

159 徐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6400 -243800 

160 方俊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1300 -140700 

161 张荣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162 马建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00 -2500 

163 孙光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11000 

164 迟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500 -95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165 厉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166 刘元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00   

167 李春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00 -11000 

168 银光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00   

169 马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500 -19500 

170 蒋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800 -13300 

171 韩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0 -9600 

172 王留兵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00 -3100 

173 桑培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00 -5000 

174 张闯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3000 

175 马远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176 赵有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000 -52900 

177 张明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00 -2500 

178 耿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00 

179 宗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400 -13500 

180 任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00 -1500 

181 王新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500 -39600 

182 崔兴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0   

183 付小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0   

184 王亚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185 刘磊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0 -8000 

186 陈龙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300 -30764 

187 张媛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0   

188 李亚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00 -13400 

189 彭玖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500 -25500 

190 张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6100 -63200 

191 艾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1000 

192 秦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400 -12400 

193 黄施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2000 

194 李帆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0 -16000 

195 程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0 -16000 

196 叶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400 -22500 

197 朱永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7000 

198 王玉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1600 -119500 

199 刘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200 谢永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00 -1400 

201 刘恩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700 -10700 

202 李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00   

203 王凡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204 吕文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00   

205 杜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10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206 王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700 -4700 

207 陈燊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 -2300 

208 凡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2000 

209 熊仕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00 -18500 

210 唐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0000   

211 肖运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100 -3400 

212 钟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900 -16100 

213 王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00 

214 赵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00 -9900 

215 范启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000 -25000 

216 孙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   

217 刘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700 -4100 

218 唐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00 -1000 

219 蒋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   

220 夏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500 -43600 

221 易石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00   

222 张云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223 唐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400 -20700 

224 肖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225 陈勇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400 -14400 

226 王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0 -10000 

227 许惠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00 -100 

228 胡依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00 -11900 

229 雷晓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000 -61000 

230 黄世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500 -19500 

231 盘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00 -10400 

232 杨少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600 -15900 

233 杨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00 -3000 

234 文娉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235 罗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200 -10200 

236 唐中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0 

237 杨小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0 -20900 

238 胡永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4000 

239 黄嘉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0700 -48400 

240 林坤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700 -17500 

241 赵嘉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00 -1500 

242 陈嘉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00 -2600 

243 李树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300 -45000 

244 吴清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00 -2100 

245 陈得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246 陈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00 -108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247 唐伟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24000 

248 罗健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700 -20900 

249 袁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200 -14200 

250 杨妙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6000 -79000 

251 陈贵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 -600 

252 钱方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00 -800 

253 刘宗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100 -23300 

254 周归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600 -13600 

255 陈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256 夏小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600 -32100 

257 潘承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900 -24200 

258 徐中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00 -5500 

259 魏文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400 -35900 

260 陈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0   

261 余睿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400 -3000 

262 刘宏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0 

263 田春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500 

264 张学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00 -12600 

265 谢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00 -2100 

266 余永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 -100 

267 罗亚琼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500   

268 蒲翠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0   

269 刘晓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00 -3500 

270 肖开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271 甯顺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600 -3000 

272 赵俊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2000 

273 鲜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   

274 郭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3100 -32100 

275 刘祥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00 -1000 

276 杨明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700 -22000 

277 魏天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00 

278 胡逸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1000 -165200 

279 黄笑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0   

280 吴云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500 -35500 

281 张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000 -5400 

282 陈小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500 -5900 

283 吴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0 -200 

284 李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0 

285 霍雄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2900 -376800 

286 张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500 -22600 

287 张卓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00 -80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入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自查期间卖出公司

股票合计数量 

288 常海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800 -47800 

289 熊养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900 -17900 

290 赵双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8400 -117700 

291 丁显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00 -8300 

292 薛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00 -7800 

293 卢彦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00 -2500 

294 豆智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00 -3000 

295 魏雪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0 -500 

296 李东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00 -3700 

297 敬敏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 -9900 

298 龚莉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000 -49200 

299 刘保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00 

300 李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200 -49200 

301 柯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350 

根据上述 301名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以上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代码：300170）股票时，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

行的操作。并未参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筹划工作，亦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拟进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核查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第 8 号》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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