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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人员名单 

（调整后） 

 

一、总体情况 

 

姓名 职位 
获授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的比例 

占当前总股

本的比例 

钱圣山 董事、总经理 16.00 5.00% 0.0467% 

钟芬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 
13.60 4.25% 0.0397% 

廖雪强 副总经理 13.60 4.25% 0.0397% 

谢安贤 副总经理 13.60 4.25% 0.0397% 

蔡劲松 副总经理 13.60 4.25% 0.0397% 

中层管理人员（共124人） 181.00 56.59% 0.5286% 

预留部分 68.45 21.40% 0.1999% 

股票期权合计 319.85 100.00% 0.9341% 

 

二、中层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毛祖铁 中层管理人员 63 刘耀生 中层管理人员 

2 黄路桂 中层管理人员 64 杨振峰 中层管理人员 

3 许尊贤 中层管理人员 65 蔡卓超 中层管理人员 

4 李展敏 中层管理人员 66 张中华 中层管理人员 

5 欧阳红丰 中层管理人员 67 葛晓雷 中层管理人员 

6 黎昊明 中层管理人员 68 汤伟贤 中层管理人员 

7 谭炎文 中层管理人员 69 郑文青 中层管理人员 

8 莫小智 中层管理人员 70 甘建文 中层管理人员 

9 李智维 中层管理人员 71 吴妙萍 中层管理人员 

10 汤景韵 中层管理人员 72 黄智筠 中层管理人员 

11 伍文驹 中层管理人员 73 曾嘉玲 中层管理人员 

12 谭瑞东 中层管理人员 74 关杰斌 中层管理人员 

13 温智敏 中层管理人员 75 卢顺意 中层管理人员 

14 黄丽冰 中层管理人员 76 夏  楠 中层管理人员 

15 区丽芬 中层管理人员 77 杨晓华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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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邵志扬 中层管理人员 78 曾喜仙 中层管理人员 

17 卢才华 中层管理人员 79 张茂英 中层管理人员 

18 余泽升 中层管理人员 80 丘文峰 中层管理人员 

19 温超仪 中层管理人员 81 唐泳辉 中层管理人员 

20 宋洁华 中层管理人员 82 古志彬 中层管理人员 

21 梁结怡   中层管理人员 83 胡  翔 中层管理人员 

22 黎汉辉   中层管理人员 84 王  东 中层管理人员 

23 赖英迅 中层管理人员 85 黎敏莹 中层管理人员 

24 李  穗 中层管理人员 86 冯  凯 中层管理人员 

25 谢彦波 中层管理人员 87 谢广军   中层管理人员 

26 陈伟民 中层管理人员 88 何艳萍 中层管理人员 

27 彭  鸣 中层管理人员 89 冼秋贤   中层管理人员 

28 胡勇泉 中层管理人员 90 李满荣 中层管理人员 

29 李  波 中层管理人员 91 曾毅冬 中层管理人员 

30 林汉利 中层管理人员 92 黄佩霞 中层管理人员 

31 李伟波 中层管理人员 93 陈江燕 中层管理人员 

32 卢凤平 中层管理人员 94 陈卫东 中层管理人员 

33 伍  阳 中层管理人员 95 邹呈杰 中层管理人员 

34 任剑华 中层管理人员 96 周  毅     中层管理人员 

35 李婉婷 中层管理人员 97 何慧敏 中层管理人员 

36 黄穗尧 中层管理人员 98 丁  晗 中层管理人员 

37 冯照满 中层管理人员 99 张经文 中层管理人员 

38 梁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 100 吴伟红 中层管理人员 

39 李  健 中层管理人员 101 陈颖燕 中层管理人员 

40 张晓彤 中层管理人员 102 邓翰文 中层管理人员 

41 梁玉珊 中层管理人员 103 陈剑锋 中层管理人员 

42 张小萍 中层管理人员 104 钟佩君 中层管理人员 

43 李健翔 中层管理人员 105 郭婕颖 中层管理人员 

44 冯伟成 中层管理人员 106 丘俊辉 中层管理人员 

45 刘志华 中层管理人员 107 戴永国 中层管理人员 

46 江丽丹 中层管理人员 108 谢  玲 中层管理人员 

47 周晓君 中层管理人员 109 江穗玉 中层管理人员 

48 李  亚 中层管理人员 110 梁舜英 中层管理人员 

49 李  浚 中层管理人员 111 何惠微 中层管理人员 

50 金普砚 中层管理人员 112 朱福萍 中层管理人员 

51 刘靖玥 中层管理人员 113 周达权 中层管理人员 

52 梁桂芳 中层管理人员 114 梁少华   中层管理人员 

53 陈婉怡 中层管理人员 115 范  雯 中层管理人员 

54 温志忠 中层管理人员 116 邹健文 中层管理人员 

55 曾妙玲 中层管理人员 117 区凤霞 中层管理人员 

56 杨柳青 中层管理人员 118 杨文杰 中层管理人员 

57 余惠怡 中层管理人员 119 方海雄 中层管理人员 

58 刘志洪 中层管理人员 120 周铭华 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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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曾殷蓓 中层管理人员 121 关克林 中层管理人员 

60 龙艳桃 中层管理人员 122 陈勇坚 中层管理人员 

61 彭智浩 中层管理人员 123 黄思宁 中层管理人员 

62 李新宇 中层管理人员 124 尹  立     中层管理人员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