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百分比计算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

数）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

的比例 

1 张国钧 副董事长 50 1.67% 0.05% 

2 蒋晓岳 副董事长 50 1.67% 0.05% 

3 吕永辉 董事、总裁 50 1.67% 0.05% 

4 吕春雷 常务副总裁、 

昌海生物分公司总经理 
45 1.50% 0.05% 

5 张定丰 副总裁 40 1.33% 0.04% 

6 马文鑫 副总裁、维生素厂厂长 40 1.33% 0.04% 

7 赵俊兴 副总裁 40 1.33% 0.04% 

8 俞焕明 副总裁 40 1.33% 0.04% 

9 朱金林 副总裁 30 1.00% 0.03% 

10 李春风 人力资源总监 40 1.33% 0.04% 

11 王明达 财务总监 40 1.33% 0.04% 

12 叶伟东 董事会秘书 40 1.33% 0.04% 

13 邵斌 新昌制药厂厂长 40 1.33% 0.04%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171 人） 2129 70.97% 2.27% 

预留部分 326 10.87% 0.35% 

合计 3000 100.00% 3.20% 

 

二、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4 俞祝军 核心业务人员 

15 吴国锋 核心技术人员 

16 何益民 核心技术人员 

17 陈高洪 核心业务人员 

18 求子勤 核心业务人员 

19 陈春峰 核心业务人员 

20 安永斌 核心技术人员 

21 王红卫 核心技术人员 

22 梁林美 核心业务人员 

23 梁学军 核心技术人员 

24 曾建华 核心业务人员 

25 毛伟 核心业务人员 

26 张伟春 核心技术人员 

27 李伯清 核心技术人员 

28 张广才 核心技术人员 

29 刘方洪 核心业务人员 

30 陈静 核心技术人员 

31 季艳 核心业务人员 

32 应晓宁 核心业务人员 

33 白亚龙 核心业务人员 

34 陈建松 核心技术人员 

35 王再中 核心业务人员 

36 徐晶 核心业务人员 

37 胡冬木 核心业务人员 

38 冯丹音 核心业务人员 

39 王幼娟 核心业务人员 

40 梁玉中 核心业务人员 

41 廖容均 核心业务人员 



42 杨国辉 核心业务人员 

43 黄晶 核心业务人员 

44 刘漫云 核心业务人员 

45 平建洪 核心业务人员 

46 陈华 核心业务人员 

47 吕钧 核心业务人员 

48 甄亮峰 核心业务人员 

49 黄雅琴 核心技术人员 

50 查娟 核心技术人员 

51 张婉 核心技术人员 

52 梅娜 核心技术人员 

53 周蒙来 核心业务人员 

54 劳学军 核心技术人员 

55 陈浙蓉 核心业务人员 

56 储振华 核心业务人员 

57 牟鑫江 核心业务人员 

58 张玉林 核心业务人员 

59 田治科 核心业务人员 

60 徐琨 核心业务人员 

61 何国林 核心业务人员 

62 徐昭 核心业务人员 

63 王红锁 核心技术人员 

64 金军江 核心技术人员 

65 俞育庆 核心技术人员 

66 孙新强 核心技术人员 

67 金家华 核心技术人员 

68 章鹏飞 核心技术人员 

69 仲慧 核心技术人员 

70 程亮 核心技术人员 



71 章吕 核心业务人员 

72 王小平 核心技术人员 

73 章林春 核心业务人员 

74 史一方 核心业务人员 

75 刘云凤 核心业务人员 

76 吴亚铭 核心技术人员 

77 许新德 核心技术人员 

78 周迪 核心技术人员 

79 王义永 核心技术人员 

80 虞雷明 核心技术人员 

81 邰神宝 核心业务人员 

82 王灵 核心业务人员 

83 吕永平 核心业务人员 

84 盛红 核心业务人员 

85 吕南华 核心业务人员 

86 魏昂锋 核心业务人员 

87 陈郁冬 核心业务人员 

88 王玉忠 核心业务人员 

89 王春琴 核心技术人员 

90 俞六斌 核心技术人员 

91 吕开明 核心技术人员 

92 吕虹 核心技术人员 

93 张载尧 核心技术人员 

94 王锋 核心技术人员 

95 胡四平 核心技术人员 

96 梁智平 核心技术人员 

97 陈均尉 核心技术人员 

98 刘毅 核心业务人员 

99 何剑敏 核心业务人员 



100 俞志荣 核心业务人员 

101 周慧敏 核心业务人员 

102 俞哲晓 核心业务人员 

103 温善萍 核心技术人员 

104 李 春 核心技术人员 

105 虞国棋 核心技术人员 

106 曹瑞伟 核心技术人员 

107 王渭军 核心技术人员 

108 张培红 核心业务人员 

109 丁开云 核心技术人员 

110 高忠明 核心技术人员 

111 徐国兴 核心技术人员 

112 王小勇 核心技术人员 

113 孔望欣 核心技术人员 

114 夏美芳 核心技术人员 

115 翟新阳 核心技术人员 

116 上官光进 核心技术人员 

117 杨建锋 核心技术人员 

118 戴伟中 核心业务人员 

119 李恩民 核心业务人员 

120 周苗 核心业务人员 

121 王伟江 核心技术人员 

122 刘新良 核心业务人员 

123 梁春雷 核心业务人员 

124 潘永立 核心业务人员 

125 肖绍刚 核心业务人员 

126 任建军 核心技术人员 

127 吕少风 核心技术人员 

128 姜金娣 核心技术人员 



129 石小婧 核心技术人员 

130 李伟 核心技术人员 

131 严文斌 核心业务人员 

132 梁赛红 核心业务人员 

133 申进 核心业务人员 

134 王渭渔 核心技术人员 

135 商永超 核心技术人员 

136 沈大冬 核心技术人员 

137 潘一斌 核心技术人员 

138 吴志刚 核心技术人员 

139 袁喜英 核心技术人员 

140 刘泺 核心技术人员 

141 卢时湧 核心技术人员 

142 盛力 核心技术人员 

143 侯国枝 核心技术人员 

144 申向黎 核心技术人员 

145 计立 核心技术人员 

146 王涛 核心技术人员 

147 戈梅 核心技术人员 

148 罗敏玉 核心技术人员 

149 金一平 核心业务人员 

150 陈卫中 核心业务人员 

151 夏敬云 核心技术人员 

152 陈泉 核心技术人员 

153 王斌华 核心技术人员 

154 王华永 核心业务人员 

155 王建 核心业务人员 

156 陈锡永 核心业务人员 

157 邓克平 核心业务人员 



158 牟睐 核心业务人员 

159 张庆红 核心业务人员 

160 沈国伟 核心业务人员 

161 倪磊 核心业务人员 

162 刘旎娜 核心业务人员 

163 翟德伟 核心技术人员 

164 章槐东 核心技术人员 

165 朱丽 核心技术人员 

166 曾亚莉 核心业务人员 

167 易德平 核心技术人员 

168 梁丽萍 核心业务人员 

169 孟玉芳 核心业务人员 

170 章柳超 核心业务人员 

171 孙徐良 核心业务人员 

172 倪伟中 核心业务人员 

173 李祥生 核心业务人员 

174 竺长宝 核心业务人员 

175 潘亚金 核心业务人员 

176 陶正利 核心技术人员 

177 夏钢 核心技术人员 

178 邵东 核心技术人员 

179 钱泓 核心技术人员 

180 吴有强 核心技术人员 

181 吴章桂 核心技术人员 

182 张敏俊 核心技术人员 

183 章满君 核心技术人员 

184 黄丽君 核心技术人员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