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董事、高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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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目前总

股本的比

例 

1 苏毅 
董事、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 
30 0.89% 0.02% 

2 徐玉竹 董事 30 0.89% 0.02% 

3 刘文苑 副总裁 30 0.89% 0.02% 

4 李中才 财务总监 30 0.89% 0.02% 

5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126 人 
1,753.00  51.97% 1.38% 

预留 1,500  44.47% 1.18% 

合计 3,373.00  100.00% 2.65%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庆珍 董事长助理 64 李小红 项目经理 

2 刘月新 董事长助理 65 陆聚 项目经理 

3 沈安祥 董事长助理 66 宋明远 项目经理 

4 刘兆燕 董事长助理 67 王杰 项目经理 

5 陈媛 核心骨干人员 68 喻智环 项目经理 

6 王伟宏 核心骨干人员 69 陈聪 核心骨干人员 

7 曾丽莹 核心骨干人员 70 奚贤坤 核心骨干人员 

8 蒋斌 核心骨干人员 71 严勇 核心骨干人员 

9 黄红 核心骨干人员 72 郁凌辉 核心骨干人员 

10 钟立秋 核心骨干人员 73 白志强 核心骨干人员 

11 王雪 核心骨干人员 74 刘柳新 核心骨干人员 

12 陈俊钦 核心骨干人员 75 刘顺发 核心骨干人员 

13 武义鑫 核心骨干人员 76 彭涛 核心骨干人员 

14 陈裕新 核心骨干人员 77 王明照 核心骨干人员 



15 张东鹏 核心骨干人员 78 张裕强 核心骨干人员 

16 崔颖 核心骨干人员 79 刘玉康 核心骨干人员 

17 韩喜娟 核心骨干人员 80 黄海彪 核心骨干人员 

18 唐斌 核心骨干人员 81 蒙定平 核心骨干人员 

19 王科 核心骨干人员 82 李师聪 核心骨干人员 

20 刘玲玲 部门经理 83 陈星雄 核心骨干人员 

21 周咏婷 部门经理 84 杨迪威 核心骨干人员 

22 林燕芹 部门经理 85 王苑新 核心骨干人员 

23 黄舒蕾 核心骨干人员 86 徐小群 核心骨干人员 

24 徐嘉婉 核心骨干人员 87 董国林 核心骨干人员 

25 张亮 核心骨干人员 88 蒋海军 核心骨干人员 

26 谭鸿波 核心骨干人员 89 杨柳强 核心骨干人员 

27 贝荣强 核心骨干人员 90 朱文忠 核心骨干人员 

28 陈美琴 核心骨干人员 91 张国强 核心骨干人员 

29 郭海龙 核心骨干人员 92 邓亚平 核心骨干人员 

30 海腾纪 核心骨干人员 93 黄玉婵 核心骨干人员 

31 何平 核心骨干人员 94 吴晓洁 部门经理 

32 黄榆 核心骨干人员 95 莎日娜 核心骨干人员 

33 江平 核心骨干人员 96 杨勇 核心骨干人员 

34 潘红光 核心骨干人员 97 李锦龙 设计师 

35 沈涛 核心骨干人员 98 陈嘉浩 设计师 

36 唐加江 核心骨干人员 99 温志勇 设计师 

37 吴朝辉 核心骨干人员 100 吴瑞珠 核心骨干人员 

38 赵军 核心骨干人员 101 刘燕 核心骨干人员 

39 周云 核心骨干人员 102 郇强 核心骨干人员 

40 徐学龙 核心骨干人员 103 范晓刚 核心骨干人员 

41 李福华 部门经理 104 赖志明 核心骨干人员 

42 徐倩 核心骨干人员 105 范剑峰 核心骨干人员 

43 周亮华 核心骨干人员 106 周献良 核心骨干人员 

44 刘柳清 部门经理 107 钱兆权 核心骨干人员 

45 刘志强 核心骨干人员 108 闵俊 核心骨干人员 

46 奚永丰 核心骨干人员 109 钟伟波 核心骨干人员 

47 陈利权 核心骨干人员 110 李丙姣 核心骨干人员 



48 黄浩 核心骨干人员 111 向荣荣 核心骨干人员 

49 罗建华 核心骨干人员 112 饶伟 部门经理 

50 王韬 核心骨干人员 113 彭兴龙 部门经理 

51 丘宇浪 部门经理 114 黄峰 部门经理 

52 张健 核心骨干人员 115 刘晓聪 核心骨干人员 

53 杨银新 核心骨干人员 116 洪耀林 核心骨干人员 

54 何文彬 部门经理 117 金俊学 核心骨干人员 

55 陆浩轩 核心骨干人员 118 刁艳 核心骨干人员 

56 朱泽锋 核心骨干人员 119 毛清林 核心骨干人员 

57 陈建华 项目经理 120 陈琛 核心骨干人员 

58 郭楚沛 项目经理 121 廖志 核心骨干人员 

5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122 谢应洪 核心骨干人员 

60 黄敬 项目经理 123 罗贤柏 核心骨干人员 

61 黄利浩 项目经理 124 李立新 核心骨干人员 

62 黄平 项目经理 125 张胜标 核心骨干人员 

63 黄小龙 项目经理 126 李复松 核心骨干人员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