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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刊發。  

  

茲載列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預留授予第一個行權期可行權激勵對象名單》，僅供參

閱。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 

公司秘書 

楊亮 

中國，珠海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唐陽剛先生(總裁)及徐國祥先生(副董事長及副總裁); 本

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保國先生(董事長)、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邱慶豐先生及俞雄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華先生、鄭志華先生、謝耘先生、田秋生先生及黃錦華先生。 

*僅供識別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20150709/丽珠标志-竖.png


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

象名单 

一、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总

体情况表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可行权股票期权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 157 人 221.4600 110.7300 0.12% 

合计 157 人 221.4600 110.7300 0.12% 

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类型 

1 刘佳凝 中层管理人员 

2 李群 业务骨干 

3 董加新 业务骨干 

4 郑天凯 业务骨干 

5 徐为为 业务骨干 

6 李扬 业务骨干 

7 林燏 业务骨干 

8 郑晓燕 业务骨干 

9 陈海靓 中层管理人员 

10 刘波 中层管理人员 

11 张志一 中层管理人员 

12 鲁定国 技术骨干 

13 白爽 技术骨干 

14 付龙 技术骨干 

15 吴琦 技术骨干 

16 宋娟 技术骨干 

17 苗杨 技术骨干 

18 李普成 技术骨干 

19 郭玉凤 技术骨干 

20 韩智慧 技术骨干 

21 冯婧怡 技术骨干 

22 陈维良 技术骨干 

23 葛新月 技术骨干 

24 赵梅 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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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谭明迪 技术骨干 

26 邓德城 技术骨干 

27 钟旭斌 技术骨干 

28 周笑冰 技术骨干 

29 王慧 技术骨干 

30 肖立峰 技术骨干 

31 段盼盼 技术骨干 

32 谢文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3 黄英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4 林金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5 张长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6 张高林 技术骨干 

37 钟学优 技术骨干 

38 周鹏 技术骨干 

39 陈明鲁 技术骨干 

40 杨帅 技术骨干 

41 张勇 技术骨干 

42 黄丽霞 技术骨干 

43 王标 技术骨干 

44 林威 业务骨干 

45 杨凯婷 业务骨干 

46 孔春燕 业务骨干 

47 谢运安 业务骨干 

48 郭明山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49 张燕玲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50 姚颖贵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51 申西俊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52 吴远康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53 郭景能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54 林创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55 郭梦姣 业务骨干 

56 李淼 业务骨干 

57 余旺华 业务骨干 

58 彭文强 业务骨干 

59 陈正杰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60 何志慧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61 汪雪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62 江洁静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63 李文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64 齐明翔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65 刘江来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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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陈亮均 业务骨干 

67 甘晓文 业务骨干 

68 劳期聪 业务骨干 

69 阮意广 业务骨干 

70 田志华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1 罗强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2 赵利江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73 尚磊磊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74 张起智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75 张旗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76 李春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77 林琴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78 陈鑫耀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79 廖庆云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0 邱桥秀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1 吴超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2 李谱里 业务骨干 

83 杜云浩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4 唐正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5 樊明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6 覃开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7 袁伟淮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8 闫永志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89 李达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90 肖灿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91 袁占元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92 戴峻英 业务骨干 

93 曾江海 业务骨干 

94 张巧平 业务骨干 

95 盘彬 业务骨干 

96 卢飞 业务骨干 

97 陈诚 业务骨干 

98 刘秀玲 业务骨干 

99 廖新辉 业务骨干 

100 李生 业务骨干 

101 刘海峰 业务骨干 

102 乔新 业务骨干 

103 吕建林 业务骨干 

104 李泽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05 樊小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06 李石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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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赖军民 业务骨干 

108 黄美娟 业务骨干 

109 徐建春 业务骨干 

110 杨翠 业务骨干 

111 李花 业务骨干 

112 石林琳 业务骨干 

113 何文楷 业务骨干 

114 郑文林 业务骨干 

115 徐俊 业务骨干 

116 王震 中层管理人员 

117 张丽 中层管理人员 

118 徐倩怡 中层管理人员 

119 项毅 中层管理人员 

120 辛宝宝 中层管理人员 

121 张海新 中层管理人员 

122 肖怡 中层管理人员 

123 熊秀莉 中层管理人员 

124 封晓华 中层管理人员 

125 张英民 中层管理人员 

126 方薇 中层管理人员 

127 白晨 中层管理人员 

128 余庆明 中层管理人员 

129 谢昭宇 中层管理人员 

130 牛君 中层管理人员 

131 郭丽环 中层管理人员 

132 谭文绘 业务骨干 

133 古振兴 业务骨干 

134 李梁 中层管理人员 

135 郭晓业 中层管理人员 

136 王志江 中层管理人员 

137 钟绍东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38 黄怡婷 技术骨干 

139 刘静 技术骨干 

140 王影 技术骨干 

141 王晔 业务骨干 

142 于洋 业务骨干 

143 李维林 业务骨干 

144 王瑶 业务骨干 

145 张雅倩 业务骨干 

146 郭苗 业务骨干 

147 陈玉琴 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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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方曼妮 业务骨干 

149 丘焕枝 业务骨干 

150 李娟 业务骨干 

151 谭康 业务骨干 

152 谢俊晖 业务骨干 

153 李慧 业务骨干 

154 陈键 业务骨干 

155 李思文 业务骨干 

156 彭晓星 业务骨干 

157 付长亮 业务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