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蔡礼永 董事、总经理 60 3.365% 0.079% 

谢瑾琨 
董事、董秘、副
总经理 

40 2.243% 0.053% 

沈利勇 董事、财务总监 35 1.963% 0.046% 

张祖兴 副总经理 38 2.131% 0.050% 

郑  阳 副总经理 40 2.243% 0.053% 

章仁马 副总经理 35 1.963% 0.046% 

洪  波 副总经理 30 1.683% 0.040% 

主要中层管理骨干以及核心
技术和业务骨干（140人） 

1,505 84.408% 1.985% 

合计（147人） 1,783 100% 2.352% 

 

二、主要中层管理骨干、核心技术和业务骨干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徐明照 公司总经理助理 

2 黄  伟 公司总经理助理 

3 张玉明 公司总经理助理 

4 李岳森 深圳园区总经理 

5 张  云 公司总经理助理 

6 陈文洁 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7 林  娜 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8 程艺华 公司企划部总经理 

9 王  偓 孟加拉园区总经理 

10 蒋秀利 江南园区副总经理 

11 蔡礼胜 潍坊中传总经理 

12 詹良见 大洋园区副总经理 



13 吴建华 花园园区总经理助理 

14 蔡绍 深圳园区总经理助理 

15 卢立明 东部区域总经理 

16 王玉仙 海一区域总经理 

17 周庆军 闵行区域总经理 

18 朱登高 北部区域总经理 

19 陈海燕 广州区域总经理 

20 泮建华 常熟区域总经理 

21 汪金火 公司企管部经理 

22 梁洪燕 公司综合部经理 

23 王以春 花园园区总经理助理 

24 胡世清 深圳园区总经理助理 

25 马希灿 深圳园区总经理助理 

26 周春芬 临海拉链副总经理 

27 杨剑波 临海拉链总经理助理 

28 金邦林 临海金属副总经理 

29 刘艳新 花园园区副总经理 

30 谷  萍 江南外贸经理 

31 高  威 临海金属副总经理 

32 梁利斌 临海拉链总经理助理 

33 屈吕新 青岛分公司经理 

34 徐友运 深圳分公司副经理 

35 黄连国 温州分公司经理 

36 陶步云 宁波分公司经理 

37 尹海华 上海国际副经理 

38 肖  琴 上海国际副经理 

39 徐伟建 上海国际经理助理 

40 王瑞金 上海分公司经理 

41 侯宏智 厦门分公司副经理 

42 陈  健 上海辅料闵行分公司副经理 

43 郑会省 上海辅料闵行分公司副经理 

44 金佳丽 江南园区总经理助理 

45 钟爱青 花园园区总经理助理 

46 郑成敏 深圳园区技术部经理 



47 吴志平 临海拉链喷漆分厂副厂长 

48 袁志红 临海拉链组装分厂副厂长 

49 吴高天 临海拉链产品信息部经理 

50 周法全 深圳联达副厂长 

51 陈风云 深圳金属制品分厂副厂长 

52 陈  波 孟加拉园区总经理助理 

53 潘  斌 武汉分公司经理 

54 陶剑峰 大连分公司经理 

55 屈龙君 深圳外贸经理 

56 符先军 台州分公司副经理 

57 方光旗 杭州分公司副经理 

58 任学文 北京分公司副经理 

59 周  健 大洋外贸副经理 

60 孙文全 上海国际经理助理 

61 朱玲君 上海国际副经理 

62 陈蓉蓉 大洋外贸副经理 

63 叶  红 大洋外贸副经理 

64 项婷婷 证券事务代表 

65 蒋行明 拉链配件厂长 

66 王德力 临海拉链信息技术部经理 

67 郑多勇 临海拉链市场部织带项目负责人 

68 李  华 临海拉链市场部副经理 

69 綦  青 临海拉链企管部副经理 

70 马显平 深圳服饰分厂厂长 

71 蔡  治 深圳园区企管部经理 

72 黄正保 深圳园区办公室主任 

73 梁昌权 临海拉链染色分厂厂长助理 

74 陈衣全 临海拉链金属分厂厂长助理 

75 王雪萍 江南园区信息中心主任 

76 杜小婷 江南园区财务部经理 

77 关  辉 临海金属市场部经理 

78 杨自军 临海塑胶厂长助理 

79 王益敏 临海塑胶厂长助理 

80 卢国华 深圳金属制品分厂厂长助理 



81 葛国兵 孟加拉金属制品分厂总负责人 

82 丁昌伟 孟加拉拉链分厂副厂长 

83 冀  飞 临海拉链箱包产品线负责人 

84 陈泽敏 临海拉链注塑分厂厂长助理 

85 冉奎贤 临海拉链尼龙普通分厂负责人 

86 崔  钢 临海拉链金属分厂厂长助理 

87 夏哲利 天津分公司经理 

88 徐仁形 石家庄分公司副经理 

89 吴贤敏 常熟分公司副经理 

90 许丹刚 花园外贸经理助理 

91 叶德刚 大洋外贸经理助理 

92 王锡村 深圳销售分公司副经理 

93 刘  丹 上海辅料闵行分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94 水  斌 大洋外贸经理助理 

95 许先春 公司工程部经理 

96 刘  冬 公司设计中心副经理 

97 郭  鸣 公司信息部副经理 

98 王维彪 公司市场部副经理 

99 冯永敏 临海拉链总经理助理 

100 周尧军 深圳园区总经理助理 

101 汤义俊 江南园区总经理助理 

102 金祖龙 花园园区副总经理 

103 孙喜兴 江南园区总经理助理 

104 陈以正 深圳园区总经理助理 

105 冯  杰 临海拉链安环部经理 

106 胡  波 深圳园区市场部经理 

107 张中强 临海金属打样中心主任 

108 陈秀华 临海钮扣市场部负责人 

109 郑青威 临海电镀制造部经理 

110 郑多志 临海钮扣厂长助理 

111 王建新 花园园区物料部经理 

112 宋敏剑 临海拉链工会主席 

113 龚  海 临海拉链安委部副经理 

114 汪维红 临海电镀滚镀车间主任 



115 黄元荣 临海塑胶开发部部长 

116 黄仕辉 深圳园区开发部副经理 

117 张光涌 深圳拉链分厂厂长助理 

118 沈俊杰 临海拉链塑钢分厂负责人 

119 张胜利 朝阳办负责人 

120 泮雨旺 深圳销售分公司副经理 

121 陈一杰 青岛分公司副经理 

122 左加国 南京分公司经理助理 

123 宋劭武 上海分公司经理助理 

124 马  俊 北京分公司经理助理 

125 刘俊杰 常熟分公司经理助理 

126 丁  发 常熟分公司经理助理 

127 周  晶 常熟分公司经理助理 

128 张  莉 广州分公司经理助理 

129 叶  永 南京分公司经理助理 

130 李  俊 上海国际品牌经理 

131 章远征 广州分公司品牌负责人 

132 王广东 上海辅料闵行分公司品牌经理 

133 李  曦 杭州分公司品牌经理 

134 侯瑶瑛 上海国际业务部长 

135 董文义 上海国际业务部长 

136 黄志强 公司证券部证券事务专员 

137 戚国祥 临海金属外购部经理 

138 刘  飙 深圳园区外协部经理 

139 刘传冲 深圳园区人力资源部经理 

140 张  悦 深圳园区信息中心经理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