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获授总额占授予

总量的比例 

占股本总额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王军祥 董事长 26.60 3.27% 0.018% 

房昕 董事、总经理 26.60 3.27% 0.018% 

田美圆 副总经理 22.99 2.83% 0.016% 

许洪波 副总经理 25.39 3.12% 0.017% 

陈群 副总经理 22.99 2.83% 0.016% 

王庆文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56 2.53% 0.014%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管理人员、关键科研/技术、业

务、职能骨干（81人） 
667.89 82.15% 0.451% 

合计（87人） 813.0 100.00% 0.55% 

 

二、核心管理人员、关键科研/技术、业务、职能骨干（81人） 

注：同名的标注身份证后 4位区分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彭庆 核心管理人员 42 徐玉枝 技术人才 

2 崔凤祥 核心管理人员 43 黄海林 技术人才 

3 尹海祝 核心管理人员 44 尹文浩 技术人才 

4 戴丽达 核心管理人员 45 王虎艳 技术人才 

5 陈惠清 核心管理人员 46 冯锁忠 技术人才 

6 蔡舒皖 核心管理人员 47 何建权 技术人才 

7 顾敏 核心管理人员 48 郑伟 技术人才 

8 胡艳红 0042 核心管理人员 49 韩红军 技术人才 

9 周嬿 核心管理人员 50 周洪福 技术人才 

10 肖浓辉 核心管理人员 51 刘明 2955 技术人才 

11 黄勤 核心管理人员 52 杨军 技术人才 

12 陈国康 核心管理人员 53 徐小明 技术人才 

13 魏茂清 核心管理人员 54 江沙 技术人才 

14 袁正俊 核心管理人员 55 赵磊 业务、职能骨干 

15 李博华 核心管理人员 56 刘向奎 业务、职能骨干 

16 王劭虹 核心管理人员 57 高立柱 业务、职能骨干 



17 石振亭 核心管理人员 58 赵园 业务、职能骨干 

18 傅丙立 核心管理人员 59 杨波尼 业务、职能骨干 

19 刘剑侠 核心管理人员 60 付庆凤 业务、职能骨干 

20 曾乐 科研人才 61 张敏 业务、职能骨干 

21 梅吉宏 科研人才 62 莫美玲 业务、职能骨干 

22 周玉锋 科研人才 63 阳琪 业务、职能骨干 

23 张泽 科研人才 64 刘庭茂 业务、职能骨干 

24 赵晓军 科研人才 65 俞波 业务、职能骨干 

25 宫强 科研人才 66 黄云 业务、职能骨干 

26 喻际荣 科研人才 67 谢波 业务、职能骨干 

27 郑育 科研人才 68 高金 业务、职能骨干 

28 冉方刚 科研人才 69 林明华 业务、职能骨干 

29 俞跃 科研人才 70 张献平 业务、职能骨干 

30 康念军 科研人才 71 顾志辉 业务、职能骨干 

31 柳祚龙 科研人才 72 金科杰 业务、职能骨干 

32 许越超 科研人才 73 张欣冬 业务、职能骨干 

33 韦景然 科研人才 74 陈旭 业务、职能骨干 

34 施文照 科研人才 75 赵亮 业务、职能骨干 

35 董晓明 科研人才 76 巢峰 业务、职能骨干 

36 潘斐 科研人才 77 黄晓文 业务、职能骨干 

37 陈小雷 科研人才 78 王明熔 业务、职能骨干 

38 陈炜 技术人才 79 尹非 业务、职能骨干 

39 温杰文 技术人才 80 张雷 业务、职能骨干 

40 钱晓中 技术人才 81 李娜 业务、职能骨干 

41 王琦 技术人才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