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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标的股票分配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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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74 人） 
140.20 100% 0.25% 

 

二、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所在部门 

1 洪丰 安全环保部环保专员 本部 

2 杨莉莉 财务部资金管理 本部 

3 张磊磊 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管理 本部 

4 张燕 销售部业务助理 本部 

5 陈华 生产计划部科长助理 本部 

6 张开伟 财务部 VCM 成本会计 本部 

7 周晓庆 技术研发部材料工程师 本部 

8 朱欢 产品开发部科长助理 本部 

9 金享享 销售部客户经理 本部 

10 李静芳 品质管理部体系工程师 本部 

11 程春茂 技术研发部喷涂制剂主管 本部 

12 孔大云 品质管理部外协质量管理员 本部 

13 刘志敏 技术研发部材料工程师 本部 

14 潘佳静 技术研发部项目管理专员 本部 

15 齐芳 财务部总账会计 本部 

16 孙洁 销售部业务助理 本部 

17 王琼艳 销售部客户经理 本部 

18 谢海飞 产品开发部技术员 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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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郑灵勇 品质管理部质量工程师 本部 

20 徐君 销售部副部长 本部 

21 潘永明 生产计划部副部长 本部 

22 何佳蔚 财务部管理会计 本部 

23 蒋定 生产计划部外协管理 本部 

24 王丽霞 生产计划部生产计划 本部 

25 余衍炼 电镀车间工段长助理 本部 

26 曾秋波 电镀车间组长 本部 

27 李晓莉 包装车间人事行政 本部 

28 胡克 包装车间工段长 本部 

29 戴君对 包装车间调度员 本部 

30 应鹏飞 技术科科长助理 移动智能磁钢事业部 

31 荆晶晶 技术科产品工程师 移动智能磁钢事业部 

32 余霞娣 质检科科长助理 移动智能磁钢事业部 

33 朱瑞利 机加工车间工段长 VCM 磁钢产品部 

34 石金刚 清洗车间设备主管 VCM 磁钢产品部 

35 唐波 品管科品质工程师 VCM 磁钢产品部 

36 董亚芳 技术科产品工程师 VCM 磁钢产品部 

37 胡嘉炜 电镀车间主任助理 VCM 磁钢产品部 

38 俞军 生产计划科采购员 VCM 磁钢产品部 

39 朱弘 生产计划科生产调度主管 VCM 磁钢产品部 

40 王春燕 电镀车间化学分析员 VCM 磁钢产品部 

41 杨江华 总经室副总工程师 VCM 磁钢产品部 

42 任达兴 材料技术科组长 材料制造部 

43 许洪铭 人事行政科人事管理 材料制造部 

44 喻佳 质量科科长助理 材料制造部 

45 张绪军 一车间工段长 材料制造部 

46 周世君 二车间工段长 材料制造部 

47 刘为进 材料技术科组长 材料制造部 

48 杨联方 材料技术科机械工程师 材料制造部 

49 危义新 生产部经理助理 磁组件事业部 

50 金董 技术部设计员 磁组件事业部 

51 陆昊磊 生产部技术员 磁组件事业部 

52 杨萍 财务部总账助理 磁组件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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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金鑫 生产部采购员 磁组件事业部 

54 陈旭安 技术部产品工程师 粘结磁体公司 

55 王江 生管部工段长 粘结磁体公司 

56 方艳娟 采购部采购员 粘结磁体公司 

57 陈剑 营销部客户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58 邓颖华 技术部副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59 陈飞龙 生管部工段长 粘结磁体公司 

60 朱洪华 物流部副经理 粘结磁体公司 

61 陈迎军 电气设计部电气设计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62 姚陆军 经营计划部经理助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63 傅吉忠 经营计划部采购员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64 马文辉 财务部财务部副经理 新材料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65 杜记所 动设部电气维修 包头强磁事业部 

66 晁永华 财务部经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67 崔志军 制造二部经理助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68 樊晓瑞 制造一部熔炼工段长 包头强磁事业部 

69 刘贵军 制造一部经理助理 包头强磁事业部 

70 王英 生产部销售 包头强磁事业部 

71 徐丽荣 生产部生产计划\仓储管理员 包头强磁事业部 

72 杨向保 制造二部机修加工工段长 包头强磁事业部 

73 张斌 制造二部烧结工段长 包头强磁事业部 

74 张雪茹 办公室文控管理员 包头强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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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