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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一、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获授权益占授予

总量比例 

获授权益占公司

股本总额比例 

黄  赤 董事 15 1.51%  0.0449% 

胡军红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 
15 1.51%  0.0449% 

冯剑涛 副总经理 15 1.51% 0.0449% 

边社军 副总经理 15 1.51%  0.0449% 

陈万兵 副总经理 15 1.51%  0.0449% 

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及核心业务骨干共计 156 人 

780 78.63%  2.3353% 

预留 137 13.81%  0.4102% 

合计 992 100% 2.9700% 

注：1.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组织任命的董事高管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2.在本计划有效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股权激励的权益授予价值，控制在其授予时

薪酬总水平（含权益授予价值）的 40%以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水平参照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的原则规定，依据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确定。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名、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

要求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

核心业务骨干名单 

序号 单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1 集团总部 谢德胜 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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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团总部 康莉娟 工会主席 

3 集团总部 余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 集团总部 陈晶晶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 集团总部 程美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 集团总部 肖春玲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 集团总部 刘美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 集团总部 蒋飞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 集团总部 苏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 集团总部 潘飞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 集团总部 周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 集团总部 韩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 集团总部 杨艳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 集团总部 王凤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 道路客运事业部 毛俊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6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雁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7 道路客运事业部 方雄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8 道路客运事业部 郦鸿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9 道路客运事业部 刘旭青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0 道路客运事业部 姚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1 道路客运事业部 郑艳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2 道路客运事业部 谭琦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3 道路客运事业部 赵国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4 道路客运事业部 鲜于柏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5 道路客运事业部 龚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6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李江洪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7 道路客运事业部 叶正茂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28 道路客运事业部 张万青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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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道路客运事业部 兰丽慧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0 道路客运事业部 郑小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1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盼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2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子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3 道路客运事业部 董晓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4 道路客运事业部 吴晶晶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5 道路客运事业部 周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6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刚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7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杨新慧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8 道路客运事业部 谢文忠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39 道路客运事业部 肖松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0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李园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1 道路客运事业部 陈谦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2 道路客运事业部 丁胜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3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杨晓葵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4 道路客运事业部 黄正兵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5 道路客运事业部 郑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6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晓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7 道路客运事业部 万双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8 道路客运事业部 郭建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49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承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0 道路客运事业部 黄兆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1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2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俊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3 道路客运事业部 田邠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4 道路客运事业部 龙宇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5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杜伏保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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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道路客运事业部 彭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7 道路客运事业部 秦青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8 道路客运事业部 陈良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59 道路客运事业部 刘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0 道路客运事业部 刘晓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1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李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2 道路客运事业部 易晓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3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李玲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4 道路客运事业部 王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5 道路客运事业部 高珊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6 道路客运事业部 贺晓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7 道路客运事业部 杜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8 道路客运事业部 任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69 道路客运事业部 向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0 旅游发展事业部 叶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1 旅游发展事业部 毛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2 旅游发展事业部 董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3 旅游发展事业部 王寤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4 旅游发展事业部 张华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5 旅游发展事业部 郭伶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6 旅游发展事业部 李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7 旅游发展事业部 刘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8 旅游发展事业部 王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79 旅游发展事业部 陈鸽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0 旅游发展事业部 黄晓非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1 旅游发展事业部 赵春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2 旅游发展事业部 王永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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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旅游发展事业部 程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4 旅游发展事业部 任洪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5 旅游发展事业部 徐丽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6 旅游发展事业部 杨帮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7 旅游发展事业部 张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8 旅游发展事业部 刘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89 旅游发展事业部 屈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0 旅游发展事业部 傅修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1 旅游发展事业部 赵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2 旅游发展事业部 董礼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3 旅游发展事业部 万自建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4 旅游发展事业部 邵赛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5 旅游发展事业部 刘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6 旅游发展事业部 方宇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7 旅游发展事业部 胡清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8 旅游发展事业部 罗梦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99 旅游发展事业部 代红斌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0 旅游发展事业部 刘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1 旅游发展事业部 王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2 旅游发展事业部 王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3 旅游发展事业部 方光俊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4 旅游发展事业部 冯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5 旅游发展事业部 赵德惠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6 旅游发展事业部 曾吉元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7 旅游发展事业部 杨洪九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8 旅游发展事业部 尹文岷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09 旅游发展事业部 周建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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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旅游发展事业部 欧阳九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1 汽车营销事业部 陈建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2 汽车营销事业部 阮修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3 汽车营销事业部 黎任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4 汽车营销事业部 杨晓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5 汽车营销事业部 赵梦蕾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6 汽车营销事业部 姚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7 汽车营销事业部 江建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8 汽车营销事业部 黄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19 汽车营销事业部 陈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0 汽车营销事业部 胡俊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1 汽车营销事业部 郑立斌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2 汽车营销事业部 李东斌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3 汽车营销事业部 吴晓梦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4 汽车营销事业部 闫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5 汽车营销事业部 黄俊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6 汽车营销事业部 陈文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7 汽车营销事业部 李华木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8 汽车营销事业部 李志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29 汽车营销事业部 赵建国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0 汽车营销事业部 唐小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1 汽车营销事业部 蒋元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2 物流发展事业部 孙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3 物流发展事业部 庄小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4 物流发展事业部 童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5 物流发展事业部 余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6 物流发展事业部 王璜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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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物流发展事业部 胡杨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8 物流发展事业部 陈志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39 物流发展事业部 丁梅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0 物流发展事业部 蒋文兵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1 物流发展事业部 陈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2 物流发展事业部 梅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3 物流发展事业部 李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4 物流发展事业部 陈楚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5 物流发展事业部 任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6 物流发展事业部 陈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7 网约车事业部 严东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8 网约车事业部 黄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49 网约车事业部 张忠亮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0 网约车事业部 张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1 网约车事业部 佐正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2 网约车事业部 吴姝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3 网约车事业部 秦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4 网约车事业部 杨李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5 网约车事业部 李刚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156 物业公司 胡正国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骨干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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