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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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激励对象姓名 职务 
第三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份） 

占本次授予期

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杨丽晶 
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 
63,813 25.00% 0.0024% 

谢小忠 副总裁 50,063 25.00% 0.0019% 

贾莹 副总裁 65,938 25.00% 0.0025% 

其他 96 名员

工 

中层管理人

员及业务骨

干 

2,503,706 25.00% 0.0933% 

合计  2,683,520 25.00% 0.1000% 

 

96 名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具体名单： 

序号 姓名 事业部 职务 

1 白占军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2 常珊 景观板块 五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3 陈立坤 苗木板块 人力副总经理 

4 陈涛 公司总部 风控中心高级总经理 

5 陈伟 苗木板块 采购副总经理 

6 陈真付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高级经理 

7 程翀鹏 景观板块 五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8 戴国栋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9 戴宏志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10 戴军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经营总裁助理 

11 党京伟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绿化技术专家 

12 董爱国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地形工程专家 



13 董家武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14 都丽萍 景观板块 总部技术质量部总经理 

15 冯君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生产副总裁 

16 付涛 景观板块 总部工程总经理 

17 高玉玺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18 耿涛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高级总经理 

19 郝秀占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20 何国杰 苗木板块 总裁助理 

21 何巧玲 公司总部 人力副总经理 

22 何巧勇 景观板块 总部苗木采购总裁助理 

23 洪慧嫔 公司总部 招聘总裁助理 

24 胡惠方 景观板块 四事业部苗木采购副总经理 

25 胡晓静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26 季涛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营销总经理 

27 蒋健明 苗木板块 CTO 助理 

28 靳清舟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29 匡向阳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30 李超 景观板块 总部成本总经理 

31 李福合 景观板块 四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32 李刚 生态板块 一事业部总经理 

33 李硕超 景观板块 五事业部副总裁 

34 李新胜 生态板块 二事业部工程总经理 

35 李亚东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36 李影 生态板块 三事业部总经理 

37 李勇 景观板块 总部苗木采购副总经理 

38 李玉春 景观板块 总部设计总经理 

39 李玉春 景观板块 总部苗木采购总经理 

40 林鸣 公司总部 财务总经理 

41 刘春艳 公司总部 审计负责人 

42 刘铁柱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43 楼国胜 景观板块 五事业部苗木副总经理 

44 马善堂 景观板块 四事业部苗木采购副总经理 

45 马星也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46 彭涛 景观板块 总部材料副总经理 

47 彭玉霞 景观板块 总部合约副总经理 

48 齐丽丽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49 冉林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经营总裁助理 

50 盛术学 生态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总经理 

51 盛永璋 公司总部 合规总经理 



52 石晓东 生态板块 总部 HR 副总经理 

53 石有环 生态板块 总部高级总经理 

54 帅斌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55 宋建国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营销总经理 

56 汤学功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采购总经理 

57 汤永明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高级技术经理 

58 脱建中 生态板块 总部生产总裁助理 

59 王成 景观板块 五事业部合约总经理 

60 王刚 景观板块 总部项目管理中心总裁助理 

61 王强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采购副总经理 

62 王琼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营销副总经理 

63 王子波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合约副总经理 

64 吴云江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副总裁 

65 邢立珍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成本副总经理 

66 薛恩平 公司总部 IT 副总经理 

67 杨锦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68 杨利 景观板块 总部特效副总经理 

69 易宝祥 景观板块 总部艺术中心副总经理 

70 尹世杰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苗木采购副总经理 

71 于明渌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生产高级总经理 

72 俞力超 生态板块 总部副总经理 

73 虞剑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合约副总经理 

74 张超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总经理 

75 张鸿飞 景观板块 五事业部高级合约经理 

76 张活英 景观板块 总部艺术中心副总经理 

77 张克伟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78 张丽莉 苗木板块 金融副总经理 

79 张仕华 生态板块 一事业部营销总裁助理 

80 张松涛 景观板块 四事业部生产总经理 

81 张雯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高级合约经理 

82 张欣欣 苗木板块 营销副总裁 

83 张秀春 苗木板块 苗圃建设副总经理 

84 张彦春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项目副总经理 

85 张跃 景观板块 总部采购副总经理 

86 张章攀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87 张之贵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苗木采购副总经理 

88 赵斌 苗木板块 苗圃建设总裁助理 

89 赵少宾 公司总部 培训中心副总经理 

90 赵永宏 景观板块 三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 



91 周光辉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采购副总经理 

92 周杰 景观板块 一事业部合约副总经理 

93 周炯 景观板块 二事业部营销高级总经理 

94 周军 苗木板块 苗圃建设总裁助理 

95 周睿 景观板块 总部营销中心总经理 

96 朱珏 景观板块 总部艺术中心副总经理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