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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一、本激励计划分配总览 

激励对象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数量 

（万股） 

占授予权益 

总数的比例 

占草案公布时 

总股本的比例 

许文龙 中国 
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 
30.00 6.28% 0.30% 

任庆 中国 财务总监 30.00 6.28% 0.30% 

和蔼 中国 副总经理 10.00 2.09% 0.10% 

黎启东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 7.10 1.49% 0.07% 

林懋瑜 中国台湾 技术（业务）人员 4.30 0.90% 0.04% 

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人员 

（122 人） 
306.60 64.14% 3.04% 

预留授予合计 90.00 18.83% 0.89% 

合计 478.00 100.00% 4.74%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数均未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2、以上百分比是四舍五入之后的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二、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人员 

序号 国籍 姓名 

1  中国 赵跃 

2  中国 李泽华 

3  中国 彭意清 

4  中国 李玲 

5  中国 丁进新 

6  中国 丁敖憶 

7  中国 路团峰 

8  中国 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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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 吴昌天 

10  中国 钟先渌 

11  中国 宾定军 

12  中国 李娥 

13  中国 罗小翼 

14  中国 唐爱民 

15  中国 郑成军 

16  中国 陈建华 

17  中国 董毅 

18  中国 罗世德 

19  中国 尤官京 

20  中国 文春林 

21  中国 温立浩 

22  中国 樊江纲 

23  中国 丁萌 

24  中国 冯杰 

25  中国 冯玉龙 

26  中国 刘超 

27  中国 龙磊 

28  中国 吴剑峰 

29  中国 杨业 

30  中国 余坤 

31  中国 钱射英 

32  中国 罗建军 

33  中国 曹传春 

34  中国 向考锋 

35  中国 廖范范 

36  中国 张朝君 

37  中国 陈文英 

38  中国 王文锋 

39  中国 董子桥 

40  中国 张乾隆 

41  中国 田飞燕 

42  中国 伍锡刚 

43  中国 胡念 

44  中国 蓝金 

45  中国 苏建国 

46  中国 刘光震 

47  中国 王守朝 

48  中国 张坤锋 

49  中国 高标 

50  中国 罗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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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国 彭荣华 

52  中国 乔志会 

53  中国 张俊杰 

54  中国 焦文涛 

55  中国 程正明 

56  中国 刘明军 

57  中国 伍晓旭 

58  中国 郭晋华 

59  中国 胡怡平 

60  中国 俞静 

61  中国 陆妹红 

62  中国 金晓英 

63  中国 李翔 

64  中国 缪晓龙 

65  中国 贾明熙 

66  中国 李达成 

67  中国 廖曼妮 

68  中国 齐智博 

69  中国 廖王震 

70  中国 张东旭 

71  中国 曾真 

72  中国 潘润 

73  中国 张洁荣 

74  中国 杜云飞 

75  中国 张江玲 

76  中国 庞艳粉 

77  中国 余战 

78  中国 叶水凤 

79  中国 伍明 

80  中国 刘西平 

81  中国 廖飞鹏 

82  中国 陶于奎 

83  中国 夏林 

84  中国 张龙 

85  中国 付红兵 

86  中国 李书德 

87  中国 赵久伟 

88  中国 付平 

89  中国 罗山 

90  中国 张国彬 

91  中国 郭志海 

92  中国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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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 马爱民 

94  中国 郝林林 

95  中国 段红军 

96  中国 曹春燕 

97  中国 张战 

98  中国 刘连忠 

99  中国 姚晓东 

100  中国 汤海峰 

101  中国 高武齐 

102  中国 梁健明 

103  中国 李静 

104  中国 李潘滨 

105  中国 叶远海 

106  中国 刘振伟 

107  中国 朱炅 

108  中国 刘庆峰 

109  中国 袁小雨 

110  中国 缪小宇 

111  中国 刘佳才 

112  中国 卢军杨 

113  中国 梁栋 

114  中国 黄强 

115  中国 谢袁林 

116  中国 张攀 

117  中国 雷远茂 

118  中国 成德慧 

119  中国 李先军 

120  中国 龚诚 

121  中国 何志林 

122  中国 李科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