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审核了第三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共计 81 名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共 1,623,204 份，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为 25%，占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05%，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事业部 职务 

1 赵连福 投资管理中心 PPP 项目管理部投标副总经理 

2 胡永超 拓展中心 拓展二区营销副总经理 

3 柴士民 拓展中心 拓展三区营销副总经理 

4 丁晓姝 拓展中心 拓展五区营销副总经理 

5 战伟庆 拓展中心 城市一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6 宋子明 金融中心 金融部金融副总 

7 张柯 金融中心 金融部金融副总 

8 欧阳婉鸿 拓展中心 拓展四区金融副总 

9 王硕 金融中心 金融部副总 

10 陈莹 投行中心 证券发展部高级总经理 

11 冯和伟 投行中心 战略投资部并购总经理 

12 胡小平 公共板块 企信副总经理 

13 李建平 生态板块 合约副总经理 

14 刘建民 生态板块 成本副总经理 

15 王其全 生态板块 合约副总经理 

16 易仁萍 生态板块 合约副总经理 

17 阳有勤 生态板块 合约副总经理 

18 吴小川 生态板块 合约副总经理 

19 商树坤 工程管理中心 城市副总经理 

20 汤冰 工程管理中心 城市副总经理 

21 唐华 工程管理中心 生产五区城市副总经理 

22 梅红 艺术中心 高级艺术总监 

23 徐洪 公共职能 人力副总经理 

24 谷芸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副总经理 

25 王道雄 投资拓展中心 市场管理部营销总经理 

26 羊力 投资拓展中心 区域拓展部营销高级总经理 

27 任来宝 投资拓展中心 区域拓展部营销高级总经理 



28 程军军 投资拓展中心 区域拓展部营销高级总经理 

29 孟海 工程中心 总工办总裁助理 

30 杨松柏 工程中心 投标管理部总经理 

31 胡军 工程中心 投标管理部招投标总经理 

32 王一杰 工程中心 物资采购部苗木采购副总经理 

33 吴长青 工程中心 工程管理部副总经理 

34 苗春 工程中心 兰州项目副总经理 

35 袁敦虎 工程中心 工程管理部工程副总经理 

36 郝娜 水务业务并购与运营中心 商务支持部 

37 李炳余 固废业务并购与运营中心 工艺技术部固废总工 

38 郑大愚 固废业务并购与运营中心 投资并购部投资并购副总经理 

39 邵扬 固废业务并购与运营中心 投资并购部投资并购副总经理 

40 刘昆 人力资源中心 人力资源副总经理 

41 李龙 公共职能中心 战略计划部高级总经理 

42 黄智慧 EDSA-东方 第一工作室室主任 

43 李正平 EDSA-东方 第二工作室室主任 

44 孙智勇 EDSA-东方 第三工作室室主任 

45 徐晓颖 EDSA-东方 第四工作室室主任 

46 谢小飞  EDSA-东方 第五工作室室主任 

47 余果 EDSA-东方 经营部经理 

48 钟恺 EDSA-东方 总工办总工程师 

49 石雷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所长 

50 傅海滨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总工 

51 魏炜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所长 

52 吴晓峥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计划经营部总经理 

53 陈彦均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副院长 

54 王铁华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所长 

55 高鹏杰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院长 

56 王冠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副所长 

57 刘小纯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院长 

58 石有环 东方生态规划设计院 院长 

59 黄刚 东方艾地 总工办主任 

60 何俊伟 东方艾地 创作室主任 

61 李童 东方艾地 经营经理 

62 魏琪沛 东方艾地 创作室副主任 

63 向程 东方利禾 经营总经理 

64 王幸大 东方利禾 高级景观设计师 

65 詹震 东方利禾 院长 

66 卢华  东方利禾 综合办总经理 

67 张继勇 东方利禾 经营副总经理 

68 王飞霞 东方利禾 所长 



69 陈文峰 东方利禾 所长 

70 陈康宁 东方利禾 副所长 

71 李春 东方利禾 所长 

72 李默 东方利禾 室主任 

73 尹飞鹏 东方利禾 室副主任 

74 张帅 东方利禾 室副主任 

75 钟晔 东方利禾 所长 

76 徐文海 公共职能中心 资深采购工程师 

77 王秀芳 公共职能中心 高级会计经理 

78 李桂云 公共职能中心 高级会计经理 

79 陶宣红 公共职能中心 高级苗木采购工程师 

80 彭军杰 苗木中心 高级苗木采购工程师 

81 陈杭 工程管理中心 合约副总经理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