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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配明细表 

一、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

期权份数(万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1 高勇 董事长兼总经理 17.44 0.87% 0.022% 

2 龚晖 副总经理 17.44 0.87% 0.022% 

3 欧阳平 副总经理 17.44 0.87% 0.022% 

4 文晓刚 副总经理 17.44 0.87% 0.022% 

5 何军 副总经理 15.54 0.78% 0.019% 

6 汪澜 副总经理 15.54 0.78% 0.019% 

7 王建超 财务总监 15.55 0.78% 0.019% 

8 黄经雨 董事会秘书 13.95 0.70% 0.017%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营销）和

管理人员（306 人） 
1669.66 83.48% 2.087% 

预留 200 10% 0.250% 

合计 2000 100% 2.5% 

 

二、 中层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公司 部门 

1 田进 

隆鑫通用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2 潘卫平 总经理助理 

3 廖亚川 总经理助理 

4 杨俐娟 财务部部长 

5 桂力 财务部部长助理 

6 王渝生 审计部副部长 

7 梁杨 办公室主任 

8 蒋明才 办公室副主任 

9 刘鑫鹏 人力资源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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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邓冲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11 颜铭胜 装备部部长 

12 李永曦 证券投资部部长 

13 郝建勇 摩托车大客户质量管理部副部长 

14 余波 信息化部副部长 

15 石晓东 技术中心副主任 

16 胡泊 技术中心副主任 

17 周先龙 技术中心两轮车设计所副所长 

18 张江 技术中心两轮车设计所所长助理 

19 闵渝维 技术中心发动机设计所副所长 

20 秦元伟 技术中心发动机设计所副所长 

21 高洪军 技术中心检测所所长 

22 左勇 技术中心检测所副所长 

23 李先文 技术中心基础所副所长 

24 冯仁川 技术中心四轮车设计所副所长 

25 刘成果 技术中心知识产权部部长 

26 黄金权 技术中心电动摩托车所副所长 

27 程涛 技术中心工业设计所所长助理 

28 彭涛 技术中心知识产权部部长助理 

29 陈晓煜 通机本部副总经理 

30 景华阳 通机本部总工程师 

31 王虎山 通机本部副总经理 

32 殷宏伟 通机本部总经理助理 

33 秦兵 通机本部总经理助理 

34 唐冬 通机本部总经理助理 

35 蒋新 通机本部财务管理部部长 

36 韩晓光 通机本部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37 潘东明 通机本部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38 刘刚 通机本部采购部部长 

39 肖林鹏 通机本部采购部部长助理 

40 唐江 通机本部采购部副部长 

41 罗晓林 通机本部服务部副部长 

42 韩方勇 通机本部制造部副部长 

43 陶炜 通机本部品质部副部长 

44 刘志涛 通机本部品质部副部长 

45 何小平 通机本部品质部主管 

46 刘兵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部长 

47 隆郁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副部长 

48 田蕾 通机本部国际贸易部部长助理 

49 田怡 通机本部国际贸易部部长 

50 庞庆 通机本部国际贸易部副部长 

51 赵晓南 通机本部北美国贸部部长助理 

52 廖圣兵 通机本部营销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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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罗芳晖 通机本部营销部副部长 

54 查伟 通机本部物资部副部长 

55 戴军昌 

重庆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6 张正蓉 制造部副部长 

57 李怡 采购部副部长 

58 彭黎明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59 谢李均 财务管理部办公室副室主任 

60 高颜学 采购部采购室室主任 

61 唐延龙 采购部资源室副室主任 

62 徐玉明 品技部产品室副室主任 

63 涂飞跃 制造部计调中心室主任 

64 赵云久 品技部內检室副室主任 

65 李清玲 品技部外检室副室主任 

66 王承芳 采购部物流室室主任 

67 胡小波 制造部装配车间室主任 

68 韦波 浙江分公司总经理 

69 王陆军 浙江分公司管理课副课长 

70 张胜 浙江分公司配套课课长 

71 陈刚 浙江分公司技质课课长 

72 张月仁 浙江分公司生产课副课长 

73 邓林 浙江分公司技质课副课长 

74 陶兴华 浙江分公司财务部副课长 

75 黄宁 塑胶分部总经理 

76 程光敏 塑胶分部总经理助理 

77 张丹柯 塑胶分部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78 龚来明 塑胶分部涂装部 部长 

79 饶正军 塑胶分部制造部副部长 

80 任克峰 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81 蒋其洪 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82 罗红 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 

83 文兴中 广东分公司财务管理课课长 

84 唐强 广东分公司技术课副课长 

85 谭昆 广东分公司物资采购课总经理助理 

86 周效华 广东分公司车架品技课课长 

87 刘洋 广东分公司质检课副课长 

88 李向锋 广东分公司技术课副课长 

89 李海军 广东分公司制造课副课长 

90 黄勇 广东分公司物资采购课副课长 

91 刘俊峰 车架分部总经理 

92 蒋伟 车架分部技术部部长 

93 范林 车架分部品质部部长 

94 何平川 车架分部生产部部长 

95 屡华 车架分部财务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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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陈大军 车架分部计划调度部部长 

97 王珀 

重庆隆鑫发动

机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98 周维新 副总经理 

99 刘述斌 总经理助理 

100 肖长清 总经理助理 

101 罗卉莉 总经理助理 

102 杨清韩 采购部部长 

103 涂志宏 品技部副部长 

104 崔兴健 品技部部长助理 

105 余斌 销售部副部长 

106 杨斌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107 黄军亮 涂装部副部长 

108 庞勇 财务管理部财务课课长 

109 梅玫 财务管理部人力室室主任 

110 喻为 采购部资源管理室室主任 

111 周建伟 品技部品保室副室主任 

112 韩刚 采购部采购室室主任 

113 陈向东 品技部新品室室主任 

114 陈家富 品技部检验室室主任 

115 王磊 品技部质管室室主任 

116 唐臣龙 品技部质管室副室主任 

117 黄绪权 制造部配件物流室室主任 

118 李茂强 制造部计调室副室主任 

119 周勇 制造部设备室副室主任 

120 何道平 制造部装配车间副室主任 

121 王小杰 销售部业务管理课副课长 

122 刘厚友 销售部业务管理课副课长 

123 范强 

重庆隆鑫压铸

有限公司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总经理助理 

124 龚元杰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总经理助理 

125 田荣静 压发/压通总经理助理 

126 薛成丽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综合管理课课长 

127 黄小群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品保课课长 

128 柏兴来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品保课副课长 

129 黄光杰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机加课课长 

130 赵仕明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重力铸造课课长 

131 成楼生 压铸公司发动机产品分部保全课副课长 

132 万学仕 压铸公司通机产品分部总经理助理 

133 何倩 压铸公司通机产品分部综合管理课副课长 

134 杨文国 压铸公司通机产品分部机加课副课长 

135 高勇 模具分厂总经理助理 

136 袁旭东 模具分厂制造课副课长 

137 曾存仁 重庆隆鑫发动

机有限公司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常务副总经理 

138 陈国金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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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张长兴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总经理助理 

140 王治华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机加课副课长 

141 田志宏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物流课课长 

142 陈晋文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市场课课长 

143 李应红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采购部副课长 

144 刘宁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生产课副课长 

145 郭飞云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财管课副课长 

146 陈小包 

重庆隆鑫进出

口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7 李成彬 副总经理 

148 夏宏凯 总经理助理 

149 谢虹 总经理助理 

150 方可 总经理助理 

151 王天虹 总经理助理 

152 解朝贵 总经理助理 

153 蒋岚 财务课课长 

154 张兰 财务课副课长 

155 常玉江 产品策划课课长 

156 张铭外 单证物流课副课长 

157 白福华 技术服务课课长 

158 杨斌 市场管理课课长 

159 廖春 

隆鑫通用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隆鑫国内营业部总经理 

160 马滨 隆鑫国内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161 魏继江 隆鑫国内营业部综合管理课课长 

162 殷涛 隆鑫国内营业部顾客服务课副课长 

163 卢勇德 隆鑫国内营业部产品策划课副课长 

164 周源 隆鑫国内营业部产品策划课课长 

165 吴云 隆鑫国内营业部物流管理课课长 

166 陈勇 隆鑫国内营业部财务课课长 

167 陈小麒 隆鑫国内营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168 刘小波 劲隆国内营业部服务课课长 

169 彭宇翔 劲隆国内营业部财务课副课长 

170 罗忠林 劲隆国内营业部营业企划课课长 

171 谢宏 

重庆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 

三轮车分公司副总经理 

172 李建华 三轮车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173 张新建 三轮车分公司采购部副部长 

174 王寿忠 三轮车分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175 蒋辉江 三轮车分公司生产部副部长 

176 郭东林 三轮车分公司涂装部副部长 

177 韩微 三轮车分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178 黄奕 三轮车分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179 田云伟 
重庆隆鑫动力

部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0 杨小波 副总经理 

181 杨路军 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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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李士明 总经理助理 

183 简中涛 总经理助理 

184 唐伟 总经理助理 

185 王俊宏 项目副经理 

186 黄东升 综合管理课副课长 

187 黎军 

重庆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 

休闲机车本部副总 

188 张君毅 休闲机车本部总助 

189 沈周明 休闲机车本部总助 

190 文红兵 休闲机车本部品技课课长 

191 高军 休闲机车本部财管课课长 

192 徐其树 休闲机车本部采购课课长 

193 蒋勇 休闲机车本部沃佩项目组副经理 

194 薛海涛 休闲机车本部计划物流课副课长 

195 刁伟川 休闲机车本部沃佩项目组副经理 

196 涂权 休闲机车本部沃佩项目组经理助理 

197 胡兴贵 休闲机车本部沃佩项目组副经理 

198 李兵 休闲机车本部沃佩项目组经理助理 

199 李华炜 休闲机车本部制造课副课长 

200 粟学兵 休闲机车本部采购部副课长 

201 曾长飞 

河南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2 刘景龙 副总经理 

203 李德 副总经理 

204 杨敏 总经理助理 

205 陆洪刚 总经理助理 

206 许昌福 总经理助理 

207 沈成元 采购课副课长 

208 韩帅 品质技术部开发课开发课副课长 

209 谢孝清 品质技术部品控课品控课副课长 

210 伍钢 制造部信息化室信息化室主任 

211 罗时勇 顾客服务课副课长 

212 夏鹏 销售部市场管理课市场管理课副课长 

213 张小伟 财务管理部财务课副课长 

 

三、 核心业务（技术、营销）和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公司 部门 

1 李云春 

隆鑫通用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部设施室高级主管 

2 刘睿 财务部高级主管 

3 周金亮 财务部高级主管 

4 黄勇 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 

5 杨成林 信息化部信息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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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牛庆禹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结构设计组长 

7 阳先军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组长 

8 刘小强 技术中心基础所 ECS 组长 

9 覃永川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结构设计组长 

10 郭开兴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数据设计项目组组长 

11 胡昌海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12 刘进伟 技术中心基础所 NVH 组组长 

13 刘昌伟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结构设计组长 

14 邹杰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数据设计工程师 

15 杨春佩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新品资源室主任 

16 韩秋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组长 

17 刘林 技术中心检测所发动机试验室主任 

18 王浩 技术中心检测所整车试验室室主任 

19 唐程 技术中心基础所基础研究组长 

20 陈学彬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项目组长 

21 王晓庆 技术中心两轮车设计所结构设计工程师 

22 陈小平 技术中心四轮车设计所四轮车设计工程师 

23 焦臣喜 技术中心工业设计模型设计组长 

24 刘志友 技术中心基础所基础研究组长 

25 袁旭东 技术中心基础所基础研究项目组组长 

26 邓信松 技术中心四轮车所四轮车设计组长 

27 陈艺方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28 周良兵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29 涂奎 技术中心基础所 FEA 工程师 

30 王腾 技术中心基础所 ECS 工程师 

31 黄庭强 技术中心四轮车所四轮车设计工程师 

32 朱大州 技术中心四轮车设计所结构设计工程师 

33 焦胜林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34 张强 技术中心四轮车设计所四轮车设计工程师 

35 尧荣啟 技术中心四轮车设计所四轮车设计工程师 

36 郑小兵 技术中心发动机所发动机设计工程师 

37 徐斌 技术中心两轮车所电器设计组长 

38 陈航 通机本部财务管理部信息主管 

39 蔡晓勇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40 戴瑞义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41 何飞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42 张永就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43 田辉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44 车毕波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45 王小兵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46 洪方平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47 骆勇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48 刘隆平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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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荣利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项目主管 

50 王小勇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51 张勇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52 黄求馥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53 谭宗发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54 谢育明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设计工程师 

55 黄元虎 通机本部技术开发部试验评价工程师 

56 潘勇 

重庆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 

品技部电器主管工程师 

57 代灿 品技部性能主管工程师 

58 杨杰 品技部结构主管工程师 

59 王远兵 品技部结构主管工程师 

60 刘全宏 广东分公司物资采购课主管 

61 陈刘艺 

 
 
 
 

重庆隆鑫发动

机有限公司 

销售部广州片区经理 

62 郭义峰 销售部河北片区经理 

63 吴丹 销售部洛阳片区经理 

64 喻模 销售部平顶山片区经理 

65 王栋力 销售部济南片区经理 

66 代世雄 销售部胶东片区经理 

67 杨永奇 销售部江苏片区经理 

68 安风 销售部浙江片区经理 

69 尹阳 销售部重庆三轮片区经理 

70 朱洪 品技部工程师 

71 陈康 品技部组长 

72 龚朝军 品技部组长 

73 何才华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商务课采购主管 

74 董启鹏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物流课采购主管 

75 黄明虎 大排量发动机本部品保课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76 王麓杰 

重庆隆鑫进出

口有限公司 

南美区高级市场经理 

77 刘淼 亚洲区高级市场经理 

78 胡星宇 部长助理 

79 王宁 墨西哥办事处市场经理 

80 邹磊 非洲区市场经理 

81 李力 亚洲区市场经理 

82 李磊 伊朗办事处市场经理 

83 陈娟 非洲区市场经理 

84 曹劲 南美区市场经理 

85 李剑晖 墨西哥办事处市场经理 

86 尹兵 北美区市场经理 

87 汪利民 欧洲区市场经理 

88 刘兵 

隆鑫通用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隆鑫国内营业部大区经理 

89 黄跃东 隆鑫国内营业部大区经理 

90 刘福龙 劲隆国内营业部大区经理 

91 米永刚 劲隆国内营业部大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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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朱服理 劲隆国内营业部大区经理 

93 马延昌 
河南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 
品质技术部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