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 总体情况 

激励对象 
获授股票期权

数量（万股） 

占拟授期权总

量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王向峰 24.60 8.20% 0.10% 

刘爱军 23.30 7.77% 0.10% 

杨海明 18.62 6.21% 0.08% 

帅友文 9.25 3.08% 0.04% 

帅瑞文 8.25 2.75% 0.03% 

高振亚 5.00 1.67% 0.02% 

罗琅 5.00 1.67% 0.02% 

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人员（135人） 
175.98 58.66% 0.74% 

预留部分 30.00 10% 0.12% 

合计 300.00 100.00% 1.25% 

 

二、 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王向峰 董事/副总经理 

2 刘爱军 副总经理 

3 杨海明 董事/总工程师 

4 帅友文 董事/行政总监 

5 帅瑞文 董事/采购总监 

6 高振亚 财务总监 

7 罗琅 董秘/副总经理 

8 刘淳 设备总监 

9 杨建平 国际事务人力资源总监/尔康（柬埔寨）副总经理 

10 董金华 药用辅料销售总监 

11 章家伟 技术总监 

12 程小平 安保部经理/工会主席 

13 程云 尔康（柬埔寨）总经理 

14 张立程 药用辅料质控总监 

15 马弼君 人力资源总监 

16 许涛 行政部副经理  

17 黄国辉 行政部副经理  

18 张是田 尔康（柬埔寨）生产总监 

19 黄晓 车队队长 

20 张曲曲 财务部经理 



21 卢森林 财务部经理 

22 王曜 财务副经理 

23 邝育华 内部审计部经理 

24 王海 财务副经理 

25 黎梦妮 财务副经理 

26 曾红彬 广东粤尔康财务经理 

27 范艺 证券事务代表 

28 谢石海 人力资源部文化经理 

29 卓英鹰 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30 许亮 国际事务部经理 

31 代玉华 供应部副经理 

32 贺杰 物流部经理 

33 陈文献 品质部 QA 经理 

34 王宏 品质部 GMP 认证经理 

35 罗海舰 品质部 QC 经理 

36 王辉 研发部副经理 

37 龙大治 设备部经理 

38 李海一 生产部经理 

39 谢祖强 生产部副经理 

40 曹泽雄 生产部经理 

41 丁克平 尔康湘药设备部经理 

42 周玲玲 尔康湘药品质部副经理 

43 李娟 尔康湘药品质部副经理 

44 谢艳 尔康湘药生产部经理 

45 滕和平 湘易康副总经理 

46 刘湘平 湘易康工会主席 

47 廖铁光 湘易康设备部经理 

48 伍佳 湘易康品质部经理 

49 张志兵 湘易康品质部副经理 

50 秦胜利 尔康（柬埔寨）工程总监 

51 夏磊 区域销售经理 

52 潘壮宇 区域销售经理 

53 刘红兵 区域销售经理 

54 汤伟 区域销售经理 

55 龚维平 区域销售经理 

56 刘英凯 区域销售经理 

57 袁羽 区域销售经理 

58 钟平 区域销售经理 

59 欧立锋 区域销售经理 

60 刘成胜 区域销售经理 

61 谭劲松 区域销售经理 

62 阳伟生 区域销售经理 

63 帅勇宏 区域销售经理 



64 汤道开 区域销售经理 

65 张武林 区域销售经理 

66 陈益华 区域销售经理 

67 伍黎燕 区域销售经理 

68 曾孝平 区域销售经理 

69 孙制邦 区域销售经理 

70 黎宏庆 区域销售经理 

71 杨式滢 销售主管 

72 彭健 业务员骨干 

73 丁亚伟 业务员骨干 

74 巫志鹏 业务员骨干 

75 谢增武 业务员骨干 

76 刘振宇 业务员骨干 

77 王智敏 业务员骨干 

78 肖星星 业务员骨干 

79 刘珊 药用辅料客服部副经理 

80 徐德亮 药用辅料销售部副经理 

81 李强 成品药客服部经理 

82 卢银波 药用辅料客服部副经理 

83 张俐 药用辅料客服部主管 

84 周咪 药用辅料客服部骨干 

85 陶玲 财务部成本主管 

86 黄孝波 财务部会计主管 

87 杨勇 仓库副主管 

88 谈晓琴 湘易康会计主管 

89 陈津玲 财务部会计 

90 赵寻 财务部预算主管 

91 周文静 财务部会计主管 

92 苏达福 仓库骨干 

93 蔡月娥 仓库骨干 

94 宋飞机 仓库骨干 

95 赵百鹏 仓库班长 

96 伍峰 生产部班长 

97 阳伯乐 生产部班长 

98 王铁军 生产部骨干 

99 易江 生产部车间主管 

100 欧阳常勇 生产部班长 

101 杜罗昌 生产部骨干 

102 喻祥瑞 生产部骨干 

103 彭庆辉 生产部主管 

104 曹松春 生产部骨干 

105 邵国雄 生产部骨干 

106 黄波 生产部班长 



107 张志雄 生产部骨干 

108 黄友国 生产部班长 

109 袁标 生产部班长 

110 易丰芳 生产部骨干 

111 姚友良 生产部班长 

112 何栋梁 行政部骨干 

113 陆金湖 行政部骨干 

114 彭细珍 行政部骨干 

115 李爱兰 行政部骨干 

116 叶金霞 供应部骨干 

117 张蜀军 品质部骨干 

118 廖欣 品质部骨干 

119 李少奇 品质部骨干 

120 刘银盾 品质部骨干 

121 周兆祎 研发部骨干 

122 肖江 研发部骨干 

123 张婷 研发部骨干 

124 戴志红 药用辅料设备部骨干 

125 陈东文 药用辅料设备部骨干 

126 张科武 药用辅料设备部骨干 

127 陈世林 尔康湘药生产部骨干 

128 聂春英 尔康湘药生产部班长 

129 赵会敏 尔康湘药生产部主管 

130 李鲜艳 尔康湘药生产部班长 

131 苏利芳 尔康湘药生产部骨干 

132 徐志安 尔康湘药生产部班长 

133 黄福平 尔康湘药生产部工艺员 

134 李玉红 尔康湘药生产部班长 

135 陆滋 尔康湘药设备部骨干 

136 付家明 尔康湘药设备部骨干 

137 张桂林 尔康湘药设备部骨干 

138 张苏 尔康湘药品质部主管 

139 伍黎明 湘易康生产部骨干 

140 胡文 桂之隆品质部主管 

141 宋杨 桂之隆生产部主管 

142 陈瑶 桂之隆仓库主管 

注：上表中“尔康湘药”指控股子公司“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限公司”，“湘易康”指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湘易

康制药有限公司”，“桂之隆”指“南宁市桂之隆药用辅料有限公司”，“尔康（柬埔寨）”指全资孙公司“湖南尔

康(柬埔寨)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粤尔康”指“广东粤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