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一、 首次授予的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权益总量的

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

的比例(%) 

1 徐岳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30.000 4.518 0.099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及董

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核

心人员(共【87】人) 

501.000 75.452 1.648 

预留部分 133.000 20.030 0.438 

合计 664.000 100.000 2.184 

注: 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卢伟 中层管理人员 

2 侯大伟 中层管理人员 

3 乔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王育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 石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 王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 徐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 王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 穆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 朱晓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 于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 孙德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 舒鑫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 毛永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 李长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 王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 韩方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 蔡景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 姚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 刘金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 张守治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 张伟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 蒋亚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 张建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 孟庆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 缪志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 吴海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 刘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 王国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 陈松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 陆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 刘建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 任景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殷银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姚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叶晶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孟祥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续荣贵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杨维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汪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潘竟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毛哲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陈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徐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朱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齐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郭远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朱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管伟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张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江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孟振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景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曾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包文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 李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7 刘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8 谢光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9 王君 核心管理人员 

60 杨冲 核心管理人员 

61 许亮 核心管理人员 

62 夏礼华 核心管理人员 

63 俞寅辉 核心管理人员 

64 采万红 核心管理人员 

65 袁小忠 核心管理人员 

66 刘刚 核心管理人员 

67 陈开胜 核心管理人员 

68 羿立旺 核心管理人员 

69 王申进 核心管理人员 

70 沈启鸣 核心管理人员 

71 陈翠翠 核心管理人员 

72 游有鲲 核心管理人员 

73 王蔚 核心管理人员 

74 刘文明 骨干 

75 娄燕 骨干 



76 李嵘嵘 骨干 

77 吴申瑜 骨干 

78 韩龙锋 骨干 

79 黄小军 骨干 

80 杨波 骨干 

81 刘茂芳 骨干 

82 王悦 骨干 

83 亓帅 骨干 

84 高南箫 骨干 

85 王文彬 骨干 

86 崔巩 骨干 

87 林玮 骨干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