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首次授予日） 
 

一、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个人授予数量

（万股） 

个人授予数量占

授予总量比例 

个人授予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谢先龙 董事长 80 1.92% 0.04% 

李飞 董事、总经理 80 1.92% 0.04% 

张虹 董事 50 1.20% 0.03% 

禚昊 副总经理 50 1.20% 0.03% 

刘立新 副总经理 50 1.20% 0.03% 

梁珉 财务负责人 50 1.20% 0.03% 

丁国强 董事会秘书 50 1.20% 0.0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合计（7人） 
410 9.83% 0.22%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员工合计（298 人） 
3,331 79.86% 1.82% 

预留 430 10.31% 0.23% 

总计（305人） 4,171 100.00% 2.27% 

二、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李海滨 钟日超 刘红昌 周孙权 单立伟 周颖哲 万玉林 谭粤辉 

奎明红 叶柳 陈明勇 唐文 徐斌 刘兰 刘向前 谢伟明 

魏璐沁 刘扬创 李粤升 王春波 蒋迪 施慧 肖全辉 刘玉洁 

程耀 庞清 林致睿 李颢斌 张辉营 刘海滨 关则盈 徐文铸 

朱伟南 杨永建 林家焕 徐远前 周国绿 臧义成 马长保 熊凌峰 

张陆彪 胡春华 吴汉清 许海军 段辉朝 刘丽图 肖庆丰 高明星 

叶春城 余逢晓 梁巨 覃延帅 杨正伟 车道平 姚若付 郭伟 

文辉 程栋 潘良艺 李芝杰 米会亮 张宇 孔维莹 朱春霞 

卢焕娟 林丛华 宋育文 梁华生 卢诗强 陈金锋 郭龙中 陈振权 

吴森 金智慧 孔祥呈 陈高科 吴迪 刘睿 钟斌 谭对春 

齐宏升 李振超 尹一品 吴新波 包小华 郑志强 徐春辉 杨靖谧 

吴翀岚 王治国 彭泽丰 黄开春 周维中 玄长坦 胡伟庆 刘金岫 

崔冬 王锡铜 傅湛江 郑艳龙 彭元 蔡少烁 林志勇 刘晓敏 

陈文钊 沈超 李楠 陈一尧 杨健 刘飞 刘季 黄杏娟 

刘媛 孙涛 周海朝 蔡富刘 陈粤生 孙王宝 黄少彬 俞宏明 

时慧星 杨艳 曹卉 陈树新 赵亚星 颜凌燕 钟理 肖国防 



程响林 梁冬梅 龙君萍 朱运孟 罗靓 魏晓芬 郑嘉飞 韩德清 

苏起腾 李洲 张惠颖 黄伟 何军 陈建云 杨茂进 余佳 

郑平 邓达丽 陈忠 冯运 杨明凡 彭从溪 李细好 莫刚 

莫清雄 陈文武 卓伟东 张飞宇 李政 李志强 黄晓卫 师庆霞 

刘剑 黄永贤 邓锋 李强 徐亮 蓝福强 周刚 陈立 

黄兴璠 熊学东 黄振理 董志平 张利民 周日阳 邓秋楠 邱理 

王伟锋 刘文斌 聂丽萍 谌小斑 梁平虎 黄秋来 钟均培 杨冬梅 

涂晓翔 文正凯 陈晓丹 王胜国 赖安迪 余海洋 陈东旋 黄秀珍 

杨培保 殷礼丹 杨国军 刘浩 高贵景 麦漠 杨柳 蔡杨勇 

缪双世 林柱 程丽娟 郝晓鹏 谢东 冯志红 曹华杰 彭贵超 

黄东艳 徐秋团 蔡春明 李天涛 肖力 李文科 李永东 陈国业 

马青青 高志洋 林凤美 高学仁 梁宇宇 谈明 植文华 黄开新 

高云霞 陶国光 陈彩凤 吴平 陈庆霞 陈梅 傅少珍 王海坤 

黄育汉 劳日光 陈浩 顾延亮 王怡敏 吴旭明 梁祥记 邓光文 

许伟 黄济 李冬兰 区晓峰 李红艳 陈春英 于春霞 陈旭 

程志戈 曾海军 刘艳艳 魏盛康 韩张贺 曾华兵 周会方 黄海玲 

夏成俊 房忠海 余才奇 郑华裕 丁纪刚 郑俊廷 严锦昌   

邓文威 杜传峰 戴小云 曹征 赵建新 黄周坤 朱志强   

程晓 陈何伟 陈心亮 齐盼盼 张东生 聂坤 赵小东   

许绍毅 魏维 刘敏辉 李静 刘智维 马洪生 黄文飞   

谢伯钧 徐达 凌浩 罗宇 李敏 范卫华 何卫祥   

陈恩鹏 庞元富 钟汉通 冯明东 吴宁娟 张书利 罗显武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