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徳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一、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

比例 

1 欧阳军 董事、副总经理 6.00 1.67% 0.04% 

2 王斌 董事、副总经理 6.00 1.67% 0.04% 

3 张军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6.00 1.67% 0.04% 

4 游建华 
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6.00 1.67% 0.04% 

5 陈秀娟 副总经理 6.00 1.67% 0.04% 

6 原静曼 副总经理 6.00 1.67% 0.04% 

7 邱剑华 副总经理 6.00 1.67% 0.04%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100 人） 
265.00 73.61% 1.84% 

预留部分 53.00 14.72% 0.37% 

合计 360.00 100.00% 2.50%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在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

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二、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云 中层管理人员 

2 张胜隆 中层管理人员 

3 曾婷婷 中层管理人员 

4 吴成章 中层管理人员 

5 吴彦 中层管理人员 



6 潘勇 中层管理人员 

7 侯祥榕 中层管理人员 

8 王爱珍 中层管理人员 

9 吴国顺 中层管理人员 

10 李晓毅 中层管理人员 

11 赵芳钰 中层管理人员 

12 刘佳文 中层管理人员 

13 白泉 中层管理人员 

14 林锦秀 中层管理人员 

15 郑  薇 中层管理人员 

16 朱晓巍 中层管理人员 

17 刘铮莹 中层管理人员 

18 陈南 中层管理人员 

19 张长则 中层管理人员 

20 林春花 中层管理人员 

21 吴江薇 中层管理人员 

22 陈彩英 中层管理人员 

23 杨冰 中层管理人员 

24 刘丹东 中层管理人员 

25 许美惠 中层管理人员 

26 翁钊炜 中层管理人员 

27 廖小沁 中层管理人员 

28 蔡小敏 中层管理人员 

29 吴代良 中层管理人员 

30 韩丽贞 中层管理人员 



31 马新建 中层管理人员 

32 黄玉萍 中层管理人员 

33 汤燕萍 中层管理人员 

34 项海燕 中层管理人员 

35 俞燕华 中层管理人员 

36 张金凤 中层管理人员 

37 周  扬 中层管理人员 

38 温桂英 中层管理人员 

39 谭文文 中层管理人员 

40 孙万茂 中层管理人员 

41 张秀梅 中层管理人员 

42 胡志平 中层管理人员 

43 张琛 中层管理人员 

44 张春丽 中层管理人员 

45 饶献华 中层管理人员 

46 王丽玉 中层管理人员 

47 冯文婷 中层管理人员 

48 潘逢珠 中层管理人员 

49 雷斌 中层管理人员 

50 林燕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1 徐光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2 李石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3 李益信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4 郑春临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5 陈影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6 林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7 曾俊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8 钟晓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9 余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 张斌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1 高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2 赵佳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3 郑钧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4 叶如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5 陈明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6 郑仁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7 林希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8 兰邦靖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9 陈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 陈向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1 许少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2 池佳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3 张群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4 林亚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5 林高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6 余建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7 甘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8 郑金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9 翟向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 籍颢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1 陈强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2 徐宝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3 曾文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4 罗小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5 林晓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6 吴承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7 高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8 张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9 谢欣欣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 商思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1 魏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2 陈凯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3 林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4 吴碧玲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5 胡丽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6 许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7 许学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8 葛吓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9 李建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林金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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