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获授权益占授

予总量比例 

获授权益占安琪酵

母股本总额比例 

石如金 副总经理 3 0.335% 0.0036% 

覃先武 副总经理 3 0.335% 0.0036% 

梅海金 
董事、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3 0.335% 0.0036% 

周帮俊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3 0.335% 0.0036% 

王悉山 副总经理 3 0.335% 0.0036% 

吴朝晖 副总经理 3 0.335% 0.0036% 

核心技术人员、管理骨干（738

人） 
876.30 97.99% 1.06% 

合计（744人） 894.30 100.00% 1.09% 

二、核心技术人员、管理骨干名单 

注：以下名单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同名人员标注身份证尾号进行区分。 

艾德志 艾莉平 安东 敖国平 敖玉鹤 白瑞东 白润平 包金锋 包利江 包莹莹 

鲍方芳 毕俊 毕小艳 卜寅超 蔡大亮 蔡华 蔡师 曹慧 曹健 曹诗国 

曹旭 曹杨菲 曾立 曾薇 曾喜锋 曾毅 曾雨雷 昌威 常小敏 常煦 

陈佰涛 陈法科 陈丰 陈广平 陈红卫 陈宏权 陈晖 陈佳 陈敬帮 陈靖 

陈克权 陈黎明 陈林 陈琳 陈毛清 陈妮娜 陈年方 陈其华 陈倩 陈琼 

陈少锋 陈涛 陈伟 陈文龙 陈炆 陈潇 陈雪松 陈宜 陈永强 陈永生 

陈志明 陈智仙 陈中平 成剑 程汉强 程金波 程倩 程文彬 迟尧丰 崔波 



代榕 代中山 戴浩林 戴晋军 戴秋红 戴鑫 单涛 党剑 邓娟娟 邓锐 

邓双凤 邓小龙 邓循 邓业平 丁文杰 丁永志 董爱民 董宝印 董兵兵 董平 

董先有 董振球 董志红 杜剑锋 杜金礁 杜浪 杜梨梨 杜支红 范俊 范平为 

方晨 方华 方荣 方宜之 费凡 付俊鹤 付坤林 付仔振 干良燃 高翱 

高广 高建阳 高路 高明斌 高三中 高先华 高祥 高兴燕 高志强 戈蓉 

葛仲兵 耿东升 耿震 龚阿琼 龚发源 龚俊杰 巩旻 谷云霞 顾桐 郭宝山 

郭大信 郭东平 郭辉 郭甲 郭江勇 郭荆学 郭俊 郭锐 郭胜 郭伟 

郭禹朋 郭远智 韩蓓 韩陈 韩丽华 韩鹏 韩仁飞 韩扬威 韩永超 杭涛 

郝继忠 何宏超 何留仙 何平 何琪燕 何汝军 何纬田 何新章 何艳丽 贺连飞 

衡亮 洪明章 侯正佑 胡杰伟 胡骏鹏 胡磊 胡明扬 胡文庆 胡新平 胡亚婷 

胡元元 胡振京 华权 黄冰洁 黄彩玲 黄丹 黄东方 黄革蓉 黄辉荣 黄继民 

黄娟 黄铭 黄萍萍 黄锐 黄胜 黄淑琴 黄欣 黄鑫 黄修海 黄彦盛 

季虎 贾盼 贾瑞山 贾志弟 贾智鸣 江波 姜德玉 姜萌 蒋家鑫 蒋纬波 

蒋翔 金洁 靳满斗 康坤 柯春桃 孔亮 寇天浩 匡金宝 来建锋 赖柱 

雷蕾 雷照方 冷建新 黎锋 李碧进 李彪 李彩影 李超 李超才 李春香 

李定坤 李汉文 李翰儒 李红敏 李慧 李家荣 李建立 李进进 李晋 李经龙 

李俊峰 李库 李琅 李雷宇 李鹂 李利冰 李良 李陵 李梅忠 李美辰 

李敏 李摩尔 李沛 李倩 李世宇 李双 李松林 李涛 李天乐 李伟 

李文科 李文胜 李玺元 李喜直 李相春 李晓坤 李晓明 李新闯 李雄 李亚军 

李艳超 李遥 李咏 
李勇

(0016) 

李勇

(0034) 
李运松 李兆飞 李兆文 李志军 梁凯 

梁秋元 梁思威 梁伟 廖蓓 廖汉江 廖俊宇 廖凯威 廖明鹏 廖新福 廖星驰 

林军 凌国丰 刘冰 
刘琛

(1328) 

刘琛

(7068) 
刘大涛 刘代武 刘丹丹 刘道滔 刘冬梅 

刘刚 刘广新 刘衡 刘厚辉 刘欢 刘辉 刘继承 刘建滨 刘建华 刘金 

刘劲松 刘静茵 刘君 刘俊 刘开蓬 刘乐乐 刘璐 刘民华 刘佩东 刘鹏 

刘灊 刘强 
刘涛

(0493) 

刘涛

(1216) 

刘涛

(5513) 
刘挺兵 刘向军 刘小坤 刘小民 刘秀峰 

刘秀继 刘炫麟 刘雪姣 刘雪松 刘艳军 刘窑春 刘永大 刘永攀 刘勇 刘又姣 

刘园 刘云华 刘政芳 刘致宇 刘祖亮 龙伟 龙智群 卢发 卢浩闻 路其波 

栾春艳 罗必英 罗斌 罗大江 罗捷 罗强 罗涛 罗天 罗熙 罗祥 



罗新杰 骆圣荣 吕江波 吕文勋 吕勇 马灿 马国军 马红超 马亮 马少平 

马远龙 马长勇 马镇 梅宏达 梅芹 梅延宾 孟建新 牟勇 聂莉 牛义然 

农超克 农培勇 潘存锋 潘金波 潘丽芳 潘南霆 潘晓玉 庞敏 彭皓 彭江宜 

彭镜铖 彭莲 彭宁 彭涛 彭文灿 彭颖 平磊 朴哲明 钱才元 乔百珍 

乔海东 乔俊 秦福银 秦耕 秦连平 秦双玖 秦涛 任立民 任涛 桑波 

尚贝宁 尚先琳 尚志勇 沈硕 盛野 石路 石鹏飞 石雨 时光 史富勇 

司明星 宋洪森 宋洪涛 宋洁 宋磊 宋宜兵 
苏布敦

图雅 
苏航 苏伟 孙博 

孙合群 孙佳 孙连忠 孙雅芳 孙豫湘 孙志荣 覃建华 覃美玲 覃猛 谭杰 

谭荣鑫 谭伟伟 谭旭 谭扬眉 谭志刚 唐德松 唐冠群 唐辉祥 唐金毅 陶徐 

滕武云 田蜜 佟启胜 童维兵 涂怀礼 涂岚铭 万龙飞 万露 汪成 汪贤学 

汪星火 汪映雪 汪志喜 王昌明 王超 王晨 王成江 王东 王帆 王飞燕 

王峰 王国辉 王浩 王洪斌 王鸿 王鸿泽 王辉 王辉芹 王建林 王健 

王江波 王立佳 王丽娟 王龙 王茜 王清平 王群 王绍辉 王涛 王天子 

王维 王伟 王文辉 王文胜 王先清 王晓俊 王秀峰 王宜宜 
王勇

(0411) 

王勇

(7615) 

王雨茜 韦立波 韦素花 位凤鲁 位厚琼 魏聪 魏红娣 魏可锋 魏千重 魏善华 

魏威 魏业磊 邬善远 吴琛华 吴关威 吴昊 吴红元 吴家义 吴建雄 吴清爽 

吴涛 吴先锋 吴晓峰 吴学云 吴尧 吴耀辉 伍业旭 伍勇 武金泉 武小虎 

席伟 夏华 夏先奎 夏新明 宪正飞 向鄂 向辉华 向佳 向娅妮 肖国平 

肖浩 肖铁峰 肖向前 肖永久 谢奉霖 谢绿绿 谢双 谢致云 谢智文 熊滨 

熊昌武 熊锋 熊建 熊葵 熊涛 
熊伟

(0635) 

熊伟

(2019) 
胥道明 徐波 徐汗青 

徐进 徐爽 徐云峰 徐智鹏 许林 许引虎 许勇 闫玉霞 严书林 严岩 

颜骋宇 颜道洪 颜东方 颜廷杰 杨传兵 杨春 杨德 
杨帆

(0039) 

杨帆

(1910) 

杨帆

(2330) 

杨凡 杨光明 杨华 杨欢 杨娟 杨龙 杨明 杨明森 杨乃欢 杨普春 

杨倩 杨权 杨仁杰 杨书林 杨文静 杨文俊 杨雪刚 杨艳民 杨移志 杨志龙 

杨子忠 姚宏波 姚鸿 叶敏丽 易建华 尹朝流 尹强 尤舸浩 游志 于文峰 

余从志 余华顺 余金文 余奎 余彤 余文 余小松 余雄兵 喻晨 喻鹏 

袁承 袁海涛 袁红国 袁磊 袁良举 袁奇 袁作忠 詹刚 詹吉东 詹中华 



张德华 张殿成 
张帆

(0015) 

张帆

(7011) 
张方方 张海波 张宏达 

张华

(5035) 

张华

(5418) 
张华斌 

张华军 张建 张杰 张炯 张九洋 张久鹏 张俊 张凯 张林飞 张玲 

张全辉 张松 张涛 张威 张微微 张文文 张习军 张小华 张小丽 张新 

张旭 张雪娇 张雅婷 张彦 张洋 张永刚 张永辉 张勇 张玉东 张煜 

张媛媛 张忠财 章祖平 赵佰富 赵刚 赵华 赵慧 
赵娟

(0521) 

赵娟

(2049) 
赵丽茹 

赵晓阳 赵孝如 赵新华 赵学文 赵一民 赵勇 赵振全 郑国斌 郑果珍 郑金晶 

郑婧婧 郑乐军 郑贤良 郑英亮 郑毓 郑重 钟金霞 钟鸣 周斌 周陈鹏 

周红星 周辉枝 周惠珊 周静芳 周俊 
周磊

(1129) 

周磊

(1811) 
周立学 周明 周明星 

周启权 周全义 周斯佳 周伟 周小虎 周小辉 周宜 周玉蓉 周志刚 周智 

周智佳 朱百玲 朱斌 朱家官 朱建忠 朱剑 朱健文 朱金林 朱金鑫 朱坤林 

朱美吉 朱明 朱平 朱少华 朱天 朱晓宇 朱兴茂 朱银宏 朱英瑞 邹华俊 

邹建立 邹珂 邹林汉 邹龙 邹卫军 邹学荣 左家华 左涛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