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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码：2017-050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了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议案，并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议案公告、《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内部公示，期间经过查对激励对象资料，发现有 2人姓名因个别同音字造成与身

份证记载不一致，现予以更正。具体情况是，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名单中，序号 23的“王玉斌”应为“王玉彬”，序号 60 的“黄德伟”应为

“黄得伟”。 

除此 2者之外，本次激励对象名单无其它更正，无其它内容变化。 

本公告后附更新后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月 7日     

 

 

附件：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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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总股本的比例 

1 周明轩 董事长 390 14.55% 0.63% 

2 钟振强 董事/总经理 330 12.31% 0.53% 

3 王连莹 董事/财务总监 270 10.08% 0.43% 

4 鄢国根 副总经理/董秘 200 7.46% 0.32% 

5 黄  懿 副总经理 200 7.46% 0.32%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6 人） 1215 45.34% 1.95% 

预留 75 2.80% 0.12% 

合计 2680 100.00% 4.30%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朱玉龙 核心管理人员 

2 叶丽梅 核心管理人员 

3 袁俊文 核心技术人员 

4 张家慧 核心技术人员 

5 张庆祥 核心管理人员 

6 钟均荣 核心业务人员 

7 刘  元 核心业务人员 

8 钟新创 核心业务人员 

9 夏  慧 核心业务人员 

10 李虹霞 核心业务人员 

11 吴莉敏 核心技术人员 

12 刘  洋 核心技术人员 

13 张素怡 核心业务人员 

14 何   燕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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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单浩江 核心管理人员 

16 廖良越 核心管理人员 

17 钟锡环 核心管理人员 

18 何奇志 核心管理人员 

19 谭  留 核心管理人员 

20 邓凤娟 核心业务人员 

21 江建豪 核心技术人员 

22 陈雪如 核心技术人员 

23 王玉彬 核心技术人员 

24 苏润兴 核心技术人员 

25 刘  杰 核心技术人员 

26 罗  雄 核心技术人员 

27 莫敏诗 核心技术人员 

28 庄奇杰 核心技术人员 

29 江志辉 核心技术人员 

30 段太周 核心技术人员 

31 苏均胜 核心技术人员 

32 张永康 核心技术人员 

33 王少坚 核心技术人员 

34 袁明威 核心技术人员 

35 黎艳华 核心技术人员 

36 周志辉 核心技术人员 

37 庾淑娴 核心技术人员 

38 朱剑辉 核心技术人员 

39 张敬波 核心技术人员 

40 谢海湾 核心技术人员 

41 钟琳玲 核心技术人员 

42 吴晓文 核心技术人员 

43 李伟昌 核心技术人员 

44 梁映华 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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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邓志刚 核心技术人员 

46  王  昱 核心技术人员 

47 任志刚 核心技术人员 

48 文  虎 核心技术人员 

49 曾宪西 核心管理人员 

50 何  谦 核心管理人员 

51 林冬梅 核心技术人员 

52 赖雪琴 核心技术人员 

53 李夏明 核心管理人员 

54 曹海波 核心管理人员 

55 闫小俊 核心管理人员 

56 谢明清 核心技术人员 

57 陈国荣 核心技术人员 

58 史玉宁 核心业务人员 

59 张顶富 核心技术人员 

60 黄得伟 核心技术人员 

61 苏路海 核心管理人员 

62 万学才 核心管理人员 

63 左群波 核心管理人员 

64 张梓南 核心业务人员 

65 蒋延吉睿 核心技术人员 

66 隆  军 核心技术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