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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限制性股票（万股） 

获授占拟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1  吴斌 董事长 135 22.50% 

2 张忠梅 总经理 95.5 15.92% 

3 吴伟民 执行副总经理 84 14.00% 

4 孙春华 副总经理 14 2.33% 

5 张杰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14 2.33% 

6 张岳平 副总经理 14 2.33% 

7 骆琴明 财务总监 14 2.33% 

小计 370.5 61.75%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

（98人） 

229.5 38.25%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倪建平 总经理助理 50 王纯 部门主管 

2 华利群 总经理助理 51 朱立华 部门主管 

3 朱荣彦 总经理助理 52 陈坤洪 部门主管 

4 盛洪产 副总工程师 53 沈增宏 部门主管 

5 叶明华 副总工程师 54 王惠忠 部门主管 

6 何国宾 工程总监 55 孙军杰 部门主管 

7 叶依军 部门经理 56 徐效灿 部门主管 

8 赵旭东 部门经理 57 俞鑫飞 部门主管 

9 余志奎 部门经理 58 叶永欢 部门主管 

10 楼军 部门经理 59 许建烨 部门主管 

11 张亮 部门经理 60 郑建军 部门主管 

12 方敏 部门主任 61 孙常杰 部门主管 

13 羊国强 部门副主任 62 卢锋 部门主管 

14 蒋法根 部门副经理 63 曹旌 部门主管 

15 王应忠 部门副经理 64 楼望明 部门主管 

16 郑小燕 部门副经理 65 蒋富华 部门主管 

17 陈天强 部门副经理 66 盛红富 部门主管 

18 邢杏松 部门副经理 67 汤小刚 部门主管 

19 刘维强 部门副经理 68 蒋方 部门主管 

20 蒋峰 部门副经理 69 何文君 部门主管 

21 孙建华 部门主任 70 金孝祥 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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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章李丰 部门主任 71 陈军 部门主管 

23 蒋海华 部门主任 72 瞿超峰 部门主管 

24 吴学安 部门主任 73 占富民 部门主管 

25 彭毓敏 部门经理助理 74 陈建良 部门主管 

26 孙华群 部门经理助理 75 徐知宇 部门主管 

27 陈晓虹 部门经理助理 76 羊柳杰 部门主管 

28 罗小羊 部门经理助理 77 章雁 部门主管 

29 俞杰 部门经理助理 78 胡斌 部门主管 

30 徐群伟 部门经理助理 79 张文其 
分公司副总

经理 

31 濮磊磊 部门经理助理 80 方文龙 
分公司副总

经理 

32 凌立军 部门经理助理 81 陈军 
分公司副总

经理 

33 尹江勤 部门经理助理 82 翁志荣 
分公司部门

经理 

34 龚晓翔 部门经理助理 83 黄建春 
分公司部门

副经理 

35 江森军 部门经理助理 84 丁鸣杭 
分公司部门

经理助理 

36 杨晶 部门经理助理 85 孙武铨 
分公司部门

经理助理 

37 朱幼琴 部门主管 86 张建军 
分公司部门

科长 

38 施啸奇 部门主管 87 孙居英 
分公司部门

科长 

39 楼琦 部门主管 88 章介时 
全资子公司

总经理 

40 何立洪 部门主管 89 胡加浩 
全资子公司

总经理助理 

41 孙宇科 部门主管 90 叶文胜 
全资子公司

总经理助理 

42 潘文蓉 部门主管 91 王福文 
全资子公司

部门经理 

43 庄健玲 部门主管 92 汪洁萍 
全资子公司

部门经理 

44 孙佳 部门主管 93 朱建忠 
全资子公司

部门经理 

45 朱云霞 部门主管 94 庄根荣 
全资子公司

部门经理 

46 薛丽娜 部门主管 95 吴富源 
全资子公司

部门经理 

47 沈亚雄 部门主管 96 江海林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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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48 吴伟君 部门主管 97 邵朱强 
控股子公司

副总经理 

49 羊剑军 部门主管 98 毛江水 
控股子公司

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