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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标的股票分配情况如下： 

序

号 

激励对象 

姓名 
职务 

拟分配的

数量(万股) 

占本次授予 

总量的比例(%) 

占股本总额

的比例(%) 

1 竺晓东 董事、总经理 150 6.82% 0.29% 

2 傅健杰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100 4.55% 0.19% 

3 杨庆忠 副总经理 100 4.55% 0.19% 

4 陈新生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80 3.64% 0.16% 

5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152 人） 
1,624 73.82% 3.16% 

6 预留激励对象 146 6.64% 0.28% 

合 计 2,200 100.00% 4.28% 

 

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所在部门 

1 单春伟 营销管理部部长 本部 

2 崔依波 营销管理部副部长 本部 

3 张胜杰 经营计划部部长 本部 

4 陆国骁 经营计划部副部长 本部 

5 张民 技术研发部部长 本部 

6 丁勇 技术研发部副部长 本部 

7 吕向科 技术研发部车间副主任 本部 

8 胡依群 技术研发部车间副主任 本部 

9 沈国迪 技术研发部技术管理科科长 本部 

10 李玲玲 技术研发部计量测试室主任助理 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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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海国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本部 

12 陈鑫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本部 

13 朱宏军 安全环保部副部长 本部 

14 胡余红 财务部部长 本部 

15 汪晓康 财务部部长助理 本部 

16 徐亚红 财务骨干 本部 

17 朱峰 审计部副部长 本部 

18 於继东 装备部副部长 本部 

19 陈建强 体系管理部副部长 本部 

20 赵洪明 信息中心主任 本部 

21 杜海波 软件工程师 本部 

22 周琦宏 信息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本部 

23 张良波 信息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本部 

24 杨帆 证券法务部副部长 本部 

25 王萍 证券法务部副部长 本部 

26 乐国栋 工程建设部部长 本部 

27 王迎卫 工程建设部副部长 本部 

28 朱世东 总经理 VCM磁钢产品部 

29 许式袍 总经理助理 VCM磁钢产品部 

30 李建斌 销售科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1 龚亚辉 品管科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2 翁浩洲 电镀车间主任 VCM磁钢产品部 

33 王晶 生产计划科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4 周纬 生产计划科副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5 谢宇 生产计划科副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6 王德平 技术科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7 赵春丽 技术科副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8 燕晓飞 人事行政科科长 VCM磁钢产品部 

39 王其跃 清洗车间副主任 VCM磁钢产品部 

40 徐庆青 清洗车间主任助理 VCM磁钢产品部 

41 江康健 机加工车间主任 VCM磁钢产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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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胡俊 机加工车间主任助理 VCM磁钢产品部 

43 黄昌菊 骨干 VCM磁钢产品部 

44 郑晓东 骨干 VCM磁钢产品部 

45 张彦璐 骨干 VCM磁钢产品部 

46 竺百婴 总经理 综合磁钢产品部 

47 李小红 生产计划科副科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48 李世杰 技术质量科副科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49 葛国庆 加工技术科科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0 孟凡皓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1 王海晓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2 丁立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3 冯伟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4 徐夏芬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5 周勇民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6 朱丹萍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7 楼旭升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8 石晶晶 销售组长 综合磁钢产品部 

59 陆春燕 销售骨干 综合磁钢产品部 

60 王海栋 销售骨干 综合磁钢产品部 

61 王磊 副总经理 汽车磁钢产品部 

62 应莱 副总经理 汽车磁钢产品部 

63 王云龙 副总工 汽车磁钢产品部 

64 樊华 技术质量科科长 汽车磁钢产品部 

65 杨军 副总经理 材料制造部 

66 朱昌高 动设科科长 材料制造部 

67 欧阳习科 副总工程师 材料制造部 

68 彭彩彩 加工技术科科长 材料制造部 

69 黄威 材料技术科科长 材料制造部 

70 叶显报 坏料车间主任助理 材料制造部 

71 陈丽丽 质量科科长 材料制造部 

72 赵二磊 安全办副科长 材料制造部 

73 曹海良 材料技术科副科长 材料制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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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周科 动设科科长助理 材料制造部 

75 谢安 清洗车间主任助理 材料制造部 

76 郭燕峰 生产计划科科长 材料制造部 

77 孙君辉 生产计划科副科长 材料制造部 

78 徐晖 生产技术科科长助理 材料制造部 

79 姚平梁 机加工车间主任 材料制造部 

80 周建江 机加工车间主任助理 材料制造部 

81 郑卿 加工技术科科长助理 材料制造部 

82 项超麟 副总经理 成品制造部 

83 陈鸿雁 总经理助理 成品制造部 

84 杨利聪 总经理助理 成品制造部 

85 曹立斌 副总工程师 成品制造部 

86 赵德荣 副总工程师 成品制造部 

87 陈国 技术工艺科科长 成品制造部 

88 王俊 质量科副科长 成品制造部 

89 林苗 动设科科长助理 成品制造部 

90 蒋福军 动设科副科长 成品制造部 

91 张益民 成品包装车间主任 成品制造部 

92 胡利萍 成品包装车间副主任 成品制造部 

93 朱剑涛 水处理车间副主任 成品制造部 

94 吴峰 水处理车间工段长 成品制造部 

95 姚伟波 水处理车间骨干 成品制造部 

96 吴惠庭 电镀车间主任助理 成品制造部 

97 陈忠阳 电镀车间副主任 成品制造部 

98 佟国斌 副总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99 武兴华 总经理助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0 王红 总经理助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1 刘峰 副总工程师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2 张卫 生产部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3 柳占香 品管部经理助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4 郭守权 动设部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5 宋喜林 动设部副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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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安旗 采购部副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7 李学芳 品管部副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8 郭锋 技术部经理助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09 李光 制造一部副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10 王德龙 制造二部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111 邬佳浩 常务副总 磁组件事业部 

112 潘卫东 总经理助理 磁组件事业部 

113 陈彪 销售部经理 磁组件事业部 

114 李慧芬 品管部经理 磁组件事业部 

115 阚荣 技术部经理 磁组件事业部 

116 余旦 生产部副经理 磁组件事业部 

117 陈海龙 常务副总 粘结磁体公司 

118 张维山 副总工程师 粘结磁体公司 

119 赵春伟 技术部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120 徐伟伟 品管部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121 龚志勇 品管部副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122 赖日辉 营销部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123 王友强 生管部副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124 徐文正 总经理 新材料项目组 

125 喻盛盛 中层 新材料项目组 

126 顾爱爱 中层 新材料项目组 

127 蔡平平 副组长 新材料项目组 

128 金海俊 销售 新材料项目组 

129 向明亮 微电感主管 新材料项目组 

130 赵冰融 骨干 新材料项目组 

131 胡勇杰 副总经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32 周国强 总经理助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33 于铁生 总经理助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34 成锋 部门经理助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35 吴凯 部门经理助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136 傅志峰 总经理 伺服控制事业部 

137 邬池华 副总经理 伺服控制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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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周小平 副总工程师 伺服控制事业部 

139 黄利军 技术部副经理 伺服控制事业部 

140 史孝文 技术部副经理 伺服控制事业部 

141 陈阿三 院长 研究院 

142 王卫 副院长 研究院 

143 虞文伟 副院长 研究院 

144 励国旦 副所长 研究院 

145 王炎欢 副所长 研究院 

146 严荷峰 主任工程师 研究院 

147 张峰 副主任工程师 研究院 

148 刘忠林 主任工程师 研究院 

149 金若英 副主任工程师 研究院 

150 苟永波 主任工程师 研究院 

151 金家东 研发人员 研究院 

152 夏奇 副主任工程师 研究院 

 

注：本激励对象名单已经本公司监事会核实。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