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截止至授予日） 

一、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葛民 首席运营官 3.59 4.50% 0.0309% 

王明建 营销副总裁 2.87 3.60% 0.0247% 

杨宝海 技术副总裁 2.39 3.00% 0.0206%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员工（73人） 
70.88 88.90% 0.6110% 

合计 79.73 100.00% 0.6873%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分配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份）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葛民 首席运营官 1.79 6.11% 0.0154% 

王明建 营销副总裁 1.43 4.88% 0.0123% 

杨宝海 技术副总裁 1.20 4.09% 0.0103%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员工（73人） 
24.90 84.92% 0.2147% 

合计 29.32 100.00% 0.2528%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

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激励对象杨宝海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延之弟，任公司技术副总裁，杨宝

海先生自2019年开始在公司任职，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范围。 

3、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名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林*辰 中层管理人员 

2 金*燕 中层管理人员 

3 杨*林 中层管理人员 

4 李* 中层管理人员 

5 黄*远 中层管理人员 

6 尹* 中层管理人员 

7 华*锋 中层管理人员 

8 陈* 中层管理人员 

9 史*星 中层管理人员 

10 柳*峰 中层管理人员 

11 Vik* 中层管理人员 

12 刘*远 中层管理人员 

13 刘* 中层管理人员 

14 戴* 中层管理人员 

15 侯* 中层管理人员 

16 刘* 中层管理人员   

17 王*明 中层管理人员 

18 栗*琦 中层管理人员 

19 李*洋 中层管理人员 

20 刘* 中层管理人员 

21 卢*杰 中层管理人员 

22 朱*国 中层管理人员 

23 欧*伟 中层管理人员 

24 刘*婴 中层管理人员 

25 郑*慧 中层管理人员 

26 李*超 中层管理人员 

27 蒋*虎 中层管理人员 

28 雷*德 中层管理人员 

29 于*勇 中层管理人员 

30 孙* 中层管理人员 

31 刘* 中层管理人员 

32 邹* 中层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33 潘*永 中层管理人员 

34 胡* 中层管理人员 

35 滕*鹏 核心骨干员工 

36 朱*生 核心骨干员工 

37 刘*锋 核心骨干员工 

38 刘*磊 核心骨干员工 

39 韩* 核心骨干员工 

40 蔡*亮 核心骨干员工 

41 李*鹏 核心骨干员工 

42 杨* 核心骨干员工 

43 程*飞 核心骨干员工 

44 岳*伟 核心骨干员工 

45 王*保 核心骨干员工 

46 王*彬 核心骨干员工 

47 张*生 核心骨干员工 

48 刘* 核心骨干员工 

49 丁* 核心骨干员工 

50 沈* 核心骨干员工 

51 左*洋 核心骨干员工 

52 孙*建 核心骨干员工 

53 胡* 核心骨干员工 

54 杨* 核心骨干员工 

55 周*宁 核心骨干员工 

56 戴*喜 核心骨干员工 

57 刘*照 核心骨干员工 

58 顾*锋 核心骨干员工 

59 吴* 核心骨干员工 

60 洪*国 核心骨干员工 

61 陈* 核心骨干员工 

62 陈* 核心骨干员工 

63 刘*博 核心骨干员工 

64 程*良 核心骨干员工 



序号 姓名 职务 

65 杨*春 核心骨干员工 

66 李* 核心骨干员工 

67 杨* 核心骨干员工 

68 张*瞳 核心骨干员工 

69 江* 核心骨干员工 

70 郭*龙 核心骨干员工 

71 党*泉 核心骨干员工 

72 刘*锋 核心骨干员工 

73 许*伟 核心骨干员工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