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通过股权激励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

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大地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创造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特制定并实施 2019年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一、激励计划分配表 

首次及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刘文豪 
董事、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12.00 2.37% 0.06% 

雷先坤 董事 8.00 1.58% 0.04% 

范莉 董事 6.00 1.19% 0.03% 

黄咏喜 副总经理         42.00 8.31% 0.20% 

王文彬 副总经理 35.00 6.93% 0.17% 

万里波 副总经理 15.00 2.97% 0.07% 

刘源 
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12.00 2.37% 0.06% 

小计 130.00 25.72% 0.63% 

其他人员 115 人 375.35 74.28% 1.83% 

合计 505.35 100.00% 2.46%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 

2019 年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11人，合计 461.5 万股，

首次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如下： 

序号 激励对象   类别 

1 肖龙 奥申博 销售部 总监 

2 黄咏喜 股份 总经办 副总经理 

3 王文彬 股份 总经办 副总经理 



4 周元晨 股份 信息中心 负责人 

5 万里波 股份 销售部 副总经理 

6 刘文豪 股份 总经办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7 刘源 股份 总经办 董事会秘书 

8 欧仁图雅 内蒙古塞力斯 总经办 董事长 

9 王军明 股份 医学检验实验室 副总经理 

10 向永林 新疆塞力斯 销售部 总经理 

11 胡海林 武汉汇信 总经办 总经理 

12 刘祐坊 武汉元景 总经办 总经理 

13 于昊正 郑州朗润 销售部 销售经理 

14 雷先坤 股份 工程部 总监 

15 李新竹 股份 销售部 南京办负责人 

16 鲁翌 生物技术 研发中心 副总经理 

17 施俊 生物技术 销售部 常务副总经理 

18 宋谦 湖南捷盈 销售部 总监 

19 孙军 股份 行政部 总经理助理兼行政总监 

20 余志刚 股份 人力资源部 总监 

21 赵颖 股份 规划监审部 规划监审员 

22 蔡风 股份 证券部 副总监 

23 范莉 股份 总经办 总监 

24 刘光明 南昌塞力斯 销售部 南昌塞力斯总经理 

25 向前 股份 销售部 总监 

26 殷敏华 股份 销售部 长沙办负责人 

27 陈懿超 提喀 子公司 销售部 

28 刘建功 山东润诚 山东润诚 财务总监 

29 彭璟 股份 财务部 副总监 

30 亓新 山东润诚 总经办 总经理 

31 周锦 股份 运营中心-供应商管理部 总监 

32 朱红霞 股份 运营中心 副总监 

33 蔡叶丽 股份 市场技术部 副总监 

34 付芳 股份 规划监审部 副总监 

35 耿智炎 京阳腾微 总经办 总经理 

36 霍菲 京阳腾微 销售部 销售总监 

37 马金亮 股份 销售部 总监 

38 田树伟 生物技术 研发中心 副总监 

39 张奕 山东塞力斯 行政部 行政经理 

40 周彤 股份 总经办 总经理助理 

41 陈志国 生物技术 售后服务中心 副总监 

42 程正元 股份 财务部 内审主管兼财务经理 

43 戴日升 股份 工程部 副总监 

44 何艳霞 股份 销售部 副总监 



45 李升强 淄博塞力斯 总经办 总经理 

46 刘荡 股份 办事处 物流司机 

47 明庭茂 生物技术 销售部 销售经理 

48 孙华飞 股份 工程部 副总监 

49 王传业 江苏塞力斯 销售部 销售总监 

50 熊壮 股份 行政部 行政司机 

51 张雪 股份 销售部 副总监 

52 赵嵘 京阳腾微 财务中心 财务总监 

53 韩晨曦 股份 运营中心-客户管理部 副总监 

54 李松 生物技术 售后服务中心 负责人 

55 曹振翔 奥申博 业务部 业务专员 

56 陈光胜 股份 行政部 行政司机 

57 陈美思 股份 证券部 证券助理 

58 樊荣荣 股份 质量管理部 经理 

59 付端青 生物技术 研发中心 研发助理 

60 高婷婷 股份 财务部 主管 

61 韩彬 股份 工程部 高级工程师 

62 胡晓卫 股份 工程部 工程主管 

63 胡银旭 生物技术 质量管理部 质管经理 

64 金婷婷 股份 人力资源部 人事主管 

65 林连峰 生物技术 售后服务中心 应用技术支持 

66 刘灵芝 股份 销售部 区域主管 

67 罗荡 股份 财务部 办事处会计 

68 马倩倩 生物技术 注册部 注册经理 

69 孙丽 股份 销售部 区域主管 

70 陶英 股份 市场技术部 总监助理 

71 田力 股份 市场技术部 产品经理 

72 王华 股份 销售部 总监 

73 王艳艳 股份 规划监审部 主管 

74 吴双 生物技术 采购部 采购主管 

75 徐敏 股份 市场技术部 产品主管 

76 薛乾钰 浙江 销售部 副总监 

77 严昕 股份 证券部 投资经理 

78 杨玉昆 股份 销售部 销售经理 

79 杨园 股份 行政部 后勤主管 

80 杨志钢 股份 物流中心-仓储部 经理/养护员 

81 叶民飞 股份 工程部 高级工程师 

82 翟永平 生物技术 销售部 销售代表 

83 张宏亮 股份 销售部 副总监 

84 张婷 生物技术 商务部 商务主管 

85 张馨芳 股份 市场技术部 区域主管 



86 赵柯楠 股份 规划监审部 总监助理 

87 周波 股份 商务部 商务主管 

88 周俊 股份 财务部 开票员 

89 朱曼 股份 市场技术部 项目支持经理 

90 朱雨婷 股份 运营中心-供应商管理部 组长 

91 马万俊 黄石塞力斯 销售部 销售经理 

92 高梦婷 股份 市场技术部 项目主管 

93 何清 股份 销售部 副总监 

94 刘胜男 股份 市场技术部 产品主管 

95 毛亚敏 股份 办事处 项目主管 

96 孙雪晶 股份 市场技术部 技术支持 

97 谈甜 股份 市场技术部 产品专员 

98 季慧 股份 办事处 出纳 

99 王骏勤 生物技术 研发中心 项目经理 

100 王梅杰 股份 市场技术部 产品专员 

101 王清 股份 信息中心 运维主管 

102 阳娟 股份 市场技术部 区域经理 

103 石玮 股份 医学检验实验室 助理 

104 王绪新 股份 销售部 高级销售经理 

105 黄龙章 股份 行政部 行政司机 

106 郑小英 南昌塞力斯 财务部 出纳 

107 王红帅 南昌塞力斯 质量管理部 质量经理 

108 王玲玲 湖南捷盈 市场技术部 项目主管 

109 张红艳 湖南捷盈 财务部 会计 

110 李小玲 湖南捷盈 运营部 采购 

111 吕恒泰 股份 财务部 总账会计 

 注：上表单位简称如下：“股份”即“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申博”即“武汉奥申博科技有

限公司”，“内蒙古塞力斯”即“内蒙古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塞力斯”即“新疆塞力斯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汇信”即“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元景”即“武汉市元景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朗润”即“郑州朗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物技术”即“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南

捷盈”即“湖南捷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昌塞力斯”即“南昌塞力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喀”即

“提喀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塞力斯”即“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塞力斯”即“江苏塞力

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淄博塞力斯”即“淄博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京阳腾微” 即“北京京阳

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名单 

2019 年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1 人，合计 43.85 万股，

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如下： 

序号 激励对象 单  位 职  位 

  1 周小华 杭州韵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陈咏虹 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陈治 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 陈毅 成都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5 张强 山西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6 杨翔臻 山西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7 安彩仙 山西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 

8 游率 山西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 

9 林中刚 黑龙江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 郭光磊 塞力斯（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黄华 塞力斯(江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