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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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

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海外市場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二個行權期可行權激勵對象名

單 （ 中 層 及 骨 幹 ）》 已 刊 載 于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指 定 之 信 息 披 露 網 站 ：

http://www.cninfo.com.cn，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于淑瑉女士、林瀾先生、田野先生及黃曉

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徐向藝先生、王新宇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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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中层及骨干） 

姓名 所属公司及部门 职位 

王云利 冰箱公司 副总经理 

张玉清 冰箱公司 副总经理 

冯涛 冰箱公司营销公司 副总经理 

王志刚 空调公司 副总经理 

刘成美 空调公司 副总经理 

徐湛 空调公司 总经理助理 

赵未忠 空调公司营销公司 副总经理 

郭新军 空调公司营销公司 副总经理 

刘文忠 海信科龙 专家 

范炜 海信科龙总裁办 总裁办主任 

罗志国 海信科龙审计部 部长 

任立人 冰箱公司 专家 

苏玉涛 冰箱公司 专家 

詹巧玲 冰箱公司顺德基地财务部 部长 

李劲松 冰箱公司顺德基地 副总经理 

崔海涛 冰箱营销公司顾客服务部 总监 

李凌 冰箱公司技术支持部 副部长 

王书科 冰箱公司研发中心 副主任 

林羡琼 冰箱公司顺德基地综管部 部长 

黄志兴 冰箱公司生产计划部 副部长 

钟庆龙 冰箱公司冷柜公司品保部 副部长 

邓新平 冰箱公司出口开发部 副部长 

职东宁 冰箱公司研发中心 副主任 

蓝强 冰箱公司海外工厂部 副部长 

蔺喜堂 冰箱公司合资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李晋兵 冰箱公司成都基地 总经理 

董斌 冰箱公司成都基地 副总经理 

李海志 冰箱公司研发中心研发管理部 专家 

张绍文 冰箱公司冷柜公司 总经理 

王光庆 冰箱公司制造中心 总经理 

程凯 冰箱公司研发中心 副主任 

戴继承 冰箱公司制造中心装备部 部长 

刘景杭 冰箱公司扬州基地 副总经理 

宋剑锐 冰箱公司制造中心 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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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方 冰箱公司扬州基地 副总会计师 

李雪鹏 冰箱公司扬州基地 副总经理 

叶勤 冰箱公司南京基地 副总经理 

金选科 冰箱公司扬州基地 副总经理 

李利群 冰箱营销公司人资部 总监 

刘畅 冰箱营销公司财务部 副总监 

史文伯 空调公司 专家 

姚宏 空调公司营销公司 副总经理 

朱尹涛 空调公司江门基地 副总经理 

赵可可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 

郑学利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 

鹿红伟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 

陈绍安 空调公司江门基地 副总经理 

王存军 空调公司特种空调事业部 副部长 

麦志斌 空调公司江门工厂质量部 部长 

孙霜杰 空调公司采购部 副部长 

刘国宏 空调制造中心产品技术部副部长 副部长 

黄纳军 空调公司江门工厂制造部 副部长 

张君 空调公司江门基地 副总经理 

江志强 空调公司湖州基地 副总经理 

王剑锋 空调公司基湖州地 总经理 

贾彤 冰箱营销公司合肥分公司 总经理 

王昆 冰箱公司产品管理部 专家 

谢常嫱 空调公司营销公司电子商务部 总经理 

金利强 冰箱公司产品管理部 副总监 

张建华 冰箱公司人力资源部 部长 

季尚萍 空调公司运营管理部 部长 

孙大力 空调公司财务部 副部长 

宋红燕 冰箱公司洗衣机推广部 总经理 

林朝晖 冰箱营销公司长沙分公司 总经理 

唐和平 冰箱营销公司成都分公司 总经理 

银利 冰箱营销公司杭州分公司 总经理 

张楚东 冰箱营销公司兰州分公司 总经理 

梁振律 冰箱营销公司临沂分公司 总经理 

彭勃 冰箱营销公司大连分公司 总经理 

姜志国 空调营销公司南京分公司 总经理 

贺元强 冰箱营销公司南宁分公司 总经理 

吴东明 空调营销公司重庆分公司 总经理 

吴党生 冰箱营销公司山西分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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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英 空调公司用户服务部 总监 

王子江 空调营销公司武汉分公司 总经理 

敬耀 冰箱营销公司新疆分公司 总经理 

祝小虎 冰箱营销公司南京分公司 总经理 

曾庆全 冰箱营销公司重庆分公司 总经理 

战悦飞 冰箱营销分公司 总经理 

赵乙鉴 冰箱营销公司西安分公司 总经理 

熊亮 冰箱营销公司昆明分公司 总经理 

齐俊强 冰箱营销公司青岛分公司 总经理 

陈光 空调营销公司上海分公司 总经理 

王庆良 空调营销公司河北分公司 总经理 

邱遵文 模具公司 副总经理 

赵峰 物业公司 总经理 

马越 物业公司 副总经理 

赵小阳 家电公司 总会计师 

李成武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陈文朗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游飞越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胡锋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潘坚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程德彬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陈星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宋志红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黄红红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廖伟文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陈光勤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梁军义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陈金科 冰箱公司山东基地工艺部 部长 

鲍雨锋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万旭杰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黄海峰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刘兆祥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高瑞喜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白莉 冰箱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李德鹏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专家 

衣红兴 空调公司特种空调事业部 副主任设计师 

梁灿驹 空调公司产品经理部 产品经理 

姚惠芬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王磊 空调公司产品经理部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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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民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黄民柱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谈健华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李佳明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邹海如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谭裕锋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吴民安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罗晖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李宗怀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曹永平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陈坚波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王新民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刘旭敏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杜建伟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范智刚 空调公司产品经理部 部长 

田建龙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殷显鑫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所长 

李亭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王军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孟庆刚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孙汉志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康月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副主任设计师 

赵宇开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所长 

吴林涛 空调公司开发中心 主任设计师 

刘敏学 空调公司特种空调事业部 所长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