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具体包括如下： 

一、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

期权份数

(万份) 

占首期授予

股票期权总

数比例（%）  

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

量（万份） 

俞开昌 董事、副总经理 82.28 6.42 24.684 

于  龙 副总经理 82.28 6.42 24.684 

其他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94人 1117.138 87.16 335.1414 

合计 96 人 1281.698 100.00 384.5094 

 

二、其他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新宇 总经理助理 

2 贾海涛 总经理助理 

3 蒋飞跃 子公司副总经理 

4 崔鹏飞 部门经理 

5 李锁定 研究室主任 

6 陈春生 部门经理 

7 陈  关 产品销售总监 

8 王佳佳 部门副经理 

9 姜小平 子公司总经理助理 

10 郝金光 部门副经理 

11 刘德祥 研究室主任 

12 梁兴超 董事 

13 林  勇 室副主任 

14 陈  翔 部门副经理 

15 郑广锋 人力总监 

16 李永祥 生产副总 

17 哈成云 部门副经理 

18 邢  巍 部门经理 

19 赵治国 部门副经理 

20 李玉颖 设计组长 

21 周  刚 设计组长 

22 赵江华 设计组长 

23 车淑娟 设计副组长 

24 侯晓庆 副组长 



25 唐  军 副组长 

26 王云伟 副组长 

27 王占亮 副组长 

28 方  莎 工艺设计师 

29 尤  颖 工艺设计师 

30 李红岩 工艺设计师 

31 冯敬宇 工艺设计师 

32 李小鹏 项目经理 

33 王  婷 预算工程师 

34 沈兆锋 项目经理 

35 张西仿 项目经理 

36 李  鹏 项目经理 

37 迟发宝 项目经理 

38 郝文颖 投标工程师 

39 姜明权 项目经理 

40 李小华 项目经理 

41 林卫涛 项目经理 

42 李廷水 项目经理 

43 路高平 项目经理 

44 杜宏利 项目经理 

45 王  博 项目经理 

46 任辉强 项目经理 

47 任文国 项目经理 

48 李建良 项目经理 

49 吴念鹏 工程师 

50 曹焱焱 采购主管 

51 王慧青 综合主管 

52 董明星 项目经理 

53 李波桃 项目主管 

54 王国华 项目经理 

55 李万意 工程师 

56 孟宪更 组长 

57 牛金宝 组长 

58 史永林 组长 

59 刘  建 组长 

60 冯振江 组长 

61 李西悦 组长 

62 曹明浩 组长 

63 周  娟 出纳 

64 景东东 行政主管 

65 王  洁 薪酬主管 

66 朱建楠 财务主管 

67 宋春霞 财务主管 



68 刘明轩 产品工程师 

69 屈晓娟 产品工程师 

70 赵小龙 技术工程师 

71 王  力 技术工程师 

72 彭兴峥 技术工程师 

73 孟繁龙 技术工程师 

74 韩亚峰 产品工程师 

75 彭文娟 技术工程师 

76 张学杰 试验主管 

77 张志维 加工经理 

78 陈俊君 采购主管 

79 周美平 生产主管 

80 何水平 副总工程师 

81 黄跃文 设备经理 

82 张云利 财务经理 

83 王宗印 技术工程师 

84 孙业新 生产经理 

85 张兴君 采购主管 

86 岳畅炎 生产主管 

87 周继兵 财务专员 

88 雷政伟 人事主管 

89 郑  晴 配料科长 

90 李廷录 老员工 

91 温  鹏 行政主管 

92 李  平 技术工程师 

93 杜月茹 劳资主管 

94 刘海龙 老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