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关于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具体名单如下： 

一、 总体情况 

序号 激励对象 人数 

授予股票期

权的数量（万

份） 

占本次授予

股票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公司

最新总

股本的

比例 

1 
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共 7人 280 5.714% 0.572% 

2 核心骨干员工 共 29人 827 16.878% 1.691% 

3 中层管理人员 共 70人 3,793 77.408% 7.754% 

合计共 106 人 4,900 100% 10.016% 

注：上表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对公司经营

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中层管理人员总计 106

人。 

二、 激励对象名单 

编号 姓名 职务类别 

1 汪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 韦余红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 石晓冬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 姚骏 高级管理人员 

5 江勇 高级管理人员 

6 宋菁 高级管理人员 

7 郭桥易 高级管理人员 

8 童卫东 中层管理人员 



 

 

9 赵辉 中层管理人员 

10 李琳 中层管理人员 

11 倪丽娜 中层管理人员 

12 孙红伟 中层管理人员 

13 范黎 中层管理人员 

14 王美丹 中层管理人员 

15 熊行 中层管理人员 

16 卢敏 中层管理人员 

17 钱瑜 中层管理人员 

18 邓淑萍 中层管理人员 

19 王欣 中层管理人员 

20 王楠楠 中层管理人员 

21 徐梦 核心骨干员工 

22 刘玉清 核心骨干员工 

23 杨星 中层管理人员 

24 朱文罡 中层管理人员 

25 杨民 中层管理人员 

26 杨欢 中层管理人员 

27 董续凡 中层管理人员 

28 梁倩恒 中层管理人员 

29 秦玉龙 中层管理人员 

30 李强 中层管理人员 

31 王冬华 中层管理人员 

32 刘哲强 中层管理人员 

33 韩静 中层管理人员 

34 杨耀 中层管理人员 

35 何杰锋 中层管理人员 

36 陈恩志 中层管理人员 

37 董小浩 中层管理人员 

38 林晖 中层管理人员 

39 徐江涛 中层管理人员 

40 吴娟娟 中层管理人员 

41 高志海 核心骨干员工 

42 白勇 核心骨干员工 

43 张成利 核心骨干员工 

44 黄炳鑫 核心骨干员工 

45 胡文 核心骨干员工 

46 练建标 核心骨干员工 

47 邹凤霞 核心骨干员工 



 

 

48 张凡 核心骨干员工 

49 孙彤 中层管理人员 

50 李芳 中层管理人员 

51 李春凤 中层管理人员 

52 吴世林 中层管理人员 

53 郭泽贤 核心骨干员工 

54 李珊玲 核心骨干员工 

55 谭颖 核心骨干员工 

56 于剑生 中层管理人员 

57 王龙君 中层管理人员 

58 刘蛟 中层管理人员 

59 林清华 中层管理人员 

60 厉佐瑞 中层管理人员 

61 路杨 中层管理人员 

62 凌伟 中层管理人员 

63 梁菲菲 中层管理人员 

64 林明珠 中层管理人员 

65 杨娟 中层管理人员 

66 王云 中层管理人员 

67 周霞 中层管理人员 

68 任立隆 中层管理人员 

69 杨金秀 中层管理人员 

70 范灵芝 中层管理人员 

71 范轩铭 中层管理人员 

72 杨璐 中层管理人员 

73 唐垚 中层管理人员 

74 徐燃 中层管理人员 

75 罗晓佳 中层管理人员 

76 邱婷 中层管理人员 

77 吴乐业 中层管理人员 

78 李欣 中层管理人员 

79 高月浩 中层管理人员 

80 隆胜峰 中层管理人员 

81 兰翔 中层管理人员 

82 万华清 核心骨干员工 

83 杨美林 核心骨干员工 

84 殷海波 核心骨干员工 

85 舒清舟 核心骨干员工 

86 郭云 核心骨干员工 



 

 

87 张昊 核心骨干员工 

88 吴超 核心骨干员工 

89 凌晨 核心骨干员工 

90 张绪波 中层管理人员 

91 贾祯 核心骨干员工 

92 徐高凡 核心骨干员工 

93 杨露平 核心骨干员工 

94 付遂普 核心骨干员工 

95 刘晶城 核心骨干员工 

96 苏力 核心骨干员工 

97 梁少星 核心骨干员工 

98 沈峰 核心骨干员工 

99 范百杨 中层管理人员 

100 梁敏 中层管理人员 

101 刘中秋 中层管理人员 

102 蔡志亮 中层管理人员 

103 刘晚华 中层管理人员 

104 罗斌峰 中层管理人员 

105 刘潇笑 中层管理人员 

106 向俊 中层管理人员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