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公示 

 

一、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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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本激励计划公

告时股本总额的

比例 

1 陈婉霞 董事、副总经理 5.00 5.959% 0.011% 

2 张子山 总工程师 2.50 2.980% 0.005% 

核心骨干人员及资深员工（150人） 76.40 91.061% 0.166% 

合计（152人） 83.90 100% 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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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资深员工指工龄二十年以上员工。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核心骨干人员及资深员工名单 

序号 姓  名 职务 

1 陈明俊 经理 

2 黄小琴 经理 

3 吴芳莹 副经理 

4 蔡芳田 总监 

5 程航 副总监 

6 陆银祥 副总监 



7 高明达 副总监 

8 黄智 副总监 

9 郑婉真 副总监 

10 陈志祥 区域副经理 

11 吴雍 区域副经理 

12 赵建锋 区域副经理 

13 陈惠杰 区域副经理 

14 巩晓航 骨干销售工程师 

15 卢宁娜 骨干销售工程师 

16 魏文娟 专家 

17 聂夏天 应用工程部经理 

18 蔡思琳 品牌管理部副经理 

19 饶威 产品事业部副经理 

20 贺伟 副总经理 

21 杜祎 市场总监 

22 吕征 市场总监 

23 蒋春阳 应用部经理 

24 叶育辉 总监 

25 吴昆龙 品质保证部副经理 

26 蔡冬梅 总监助理兼质管部副经理 

27 黄奕祥 质量管理部副经理 

28 胡亚楠 副主任 

29 林志盛 总监 

30 范国荣 副总监 



31 王凯星 副总监 

32 宋运雄 瓷粉研发部副经理 

33 陈世忠 陶瓷研发部副经理 

34 林森 陶瓷研发部副经理 

35 陈永虹 资深研发工程师 

36 徐晨鸿 高级研发工程师 

37 刘梦颖 高级研发工程师 

38 吴育东 副经理 

39 吕金龙 总监 

40 张美贵 副总监 

41 唐志勇 制造一部经理 

42 蔡明清 制造二部经理 

43 曾春慧 电镀部经理 

44 梁淑婷 生管部经理 

45 郭毅珊 采购部副经理 

46 林川 设备部副经理 

47 苏晓莉 副总监 

48 陈雅玲 业务部经理 

49 李月香 仓储部经理 

50 陈小吟 副总监/毫米电子副总经理 

51 杜学堂 总监助理兼环安部经理 

52 柯泳鸿 人力资源部经理 

53 洪丽铃 行政部副经理 

54 梁燕玲 副经理 



55 刘志结 首席信息官 

56 许晓明 副总监 

57 叶文发 SPA实施副总监 

58 李纳 制造部经理 

59 王殊源 副总助理 

60 陈玉坤 博士 

61 陈志荣 总监助理 

62 孙涛 副经理 

63 苏友珍 经理 

64 杨灿波 经理 

65 屈文孝 副总工 

66 杨晓佳 总经理秘书 

67 袁振烨 产品经理 

68 蔡雅婷 体系工程师 

69 翁德利 高级客户经理 

70 王强 总经理 

71 罗建英 华北销售副总监 

72 李元华 销售部副总监 

73 汪伟雄 副总监 

74 徐纯 总监 

75 朱珠 副总监 

76 应灏峰 副总监 

77 刘宇翔 副总监 

78 潘纪峰 经理 



79 崔明辉 客户经理 

80 朱小意 副经理 

81 蔡火跃 总经理 

82 洪金水 销售总监 

83 黄更焕 高级客户经理 

84 吴小满 财务副经理 

85 蔡思培 总经理助理 

86 刘婷 高级产品经理 

87 郑桦 总经理 

88 杨晓峰 副总经理 

89 陈耀 副总经理 

90 黄祥贤 副总监 

91 叶进发 副总监 

92 胡建清 总经理助理 

93 张和生 副总经理 

94 杨伟凯 副总经理 

95 贺卫东 副总监 

96 陈立民 总经理 

97 林志平 副总经理 

98 董建辉 质量部经理 

99 李华展 合成车间、设备部经理 

100 郭伟平 纤维车间经理 

101 郭娜鑫 总经办财务科长 

102 高文强 工程、仓库主管 



103 林伟厦 制造部纺丝主管 

104 庄彤 总经理 

105 郭洽丰 副总经理 

106 黄芸玲 副总经理 

107 杨俊峰 副总工 

108 林清勋 经理 

109 李杰成 经理 

110 冯毅龙 副总监 

111 黄宽慎 财务总监 

112 欧阳衡 副总工 

113 王柳萍 副经理 

114 林佩英 副经理 

115 张继勇 区域经理 

116 钟建平 经理 

117 王华洋 经理 

118 张烽 副总经理 

119 倪晖 副总经理 

120 蔡冬婷 经理 

121 杨建益 副经理 

122 黄星凡 经理（技术） 

123 潘甲东 副经理（技术） 

124 严勇 经理（技术） 

125 潘云 副经理 

126 刘剑林 资深研发工程师（技术） 



127 苏祺益 关键技术人员 

128 苏凌凌 经理 

129 郭渊霖 经理 

130 吴端巧 副经理 

131 卜吟 资深业务专员 

132 史春兰 生产计划专员 

133 吴鹏英 科长 

134 李华兰 操作组长 

135 王素芬 操作组长 

136 吴远志 操作组长 

137 蔡明美 操作员 

138 李碧玉 操作员 

139 李延治 操作员 

140 柳拉拉 操作员 

141 史艳艳 操作员 

142 吴碧娥 操作员 

143 吴玲玲 操作员 

144 许开清 操作员 

145 蔡灿辉 操作员 

146 王丽君 操作员 

147 蔡铭玲 操作员 

148 蔡金瑄 设备工程师 

149 许生愿 经理 

150 吴端文 组长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