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名单 

一、获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人员类别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 张蕾 董事 董事、副董事长 10 

2 WU JIAN 高管 总裁 10 

3 高峰 高管 高级副总裁 1 

4 刘世博 高管 董事会秘书 7 

5 王红军 高管 财务总监 7 

6 姬俊彪 中层管理人员 副总裁 共 31 人。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为：126 
7 赵锋锐 中层管理人员 副总裁 

8 翟英琦 中层管理人员 助理副总裁 

9 叶匀 中层管理人员 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10 倪敏 中层管理人员 集团法务部总经理 

11 张鹏昊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中心总经理 

12 刘成寅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总经理 

13 王玉慧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总经理 

14 张甜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中心总经理 

15 李杨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中心总经理 

16 肖冰冰 中层管理人员 集团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17 张淑霞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18 俞彬 中层管理人员 博天设计总院院长 

19 李英汉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20 刘凯男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21 李旭东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22 刘雪鹏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23 徐大伟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子公司总经理 



24 房小宁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子公司总经理 

25 冯昭威 中层管理人员 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 

26 耿翠玉 中层管理人员 研发中心执行总经理 

27 郭贺欣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28 仲惠川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29 吕萍萍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30 崔进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31 王洪声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32 赵金龙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33 刘宝蕴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34 樊宗林 中层管理人员 子公司总经理 

35 杨春霆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子公司总经理 

36 孙跃林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副总经理 



二、获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人员类别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1 陈浩 中层管理人员 共享财务中心总监 共 60 人，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为：231 2 庄春霞 中层管理人员 共享中心总监 

3 马利强 中层管理人员 培训总监 

4 张子新 中层管理人员 费控中心总经理 

5 周吉平 中层管理人员 天津设计分院院长 

6 张艳 中层管理人员 上海设计分院院长 

7 高繁 中层管理人员 采购总监 

8 宋艳蕊 中层管理人员 子公司副总经理 

9 范云慧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子公司副总经理 

10 刘瑜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11 孙军卫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12 姚智敏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财务总监 

13 程祥 中层管理人员 分公司总经理 

14 肖辉源 中层管理人员 商务总监 

15 杨晨 中层管理人员 分公司总经理 

16 刘华磊 中层管理人员 业务财务中心总监 

17 赵浩志 中层管理人员 专家财务中心总监 

18 陈叶备 中层管理人员 招聘中心总监 

19 李晓兰 中层管理人员 培训总监 

20 陶宏金 中层管理人员 风险控制中心总监 

21 贾建慧 中层管理人员 采购总监 

22 刘忠海 中层管理人员 品控总监 

23 王立阳 中层管理人员 安全总监 

24 孙杰 中层管理人员 武汉设计分院院长 

25 周凯 中层管理人员 广州设计分院院长 

26 刘军 中层管理人员 西安设计分院院长 

27 刘思民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事业部总经理 

28 何晓晶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事业部总经理 

29 白罡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控制总监 

30 陈庆瑞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事业部总经理 

31 肖永胜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32 刘宝峰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33 宋山鹏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34 董逢斌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35 林青松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36 冯新军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37 崔晓娜 中层管理人员 政府与商务事务部副总经理 

38 唐川江 中层管理人员 分公司总经理 

39 袁训珂 中层管理人员 博天设计总院副院长 

40 张晓丹 中层管理人员 规划研究院执行院长 

41 王欣艺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人力资源总监 

42 王松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事业部总经理 

43 黎文建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财务总监 

44 王明珠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事业部总经理 

45 张晓宇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人力资源总监 

46 刘小斌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子公司副总经理 

47 何军超 中层管理人员 博天大冶总经理 

48 张晓莉 中层管理人员 平台总经理助理 

49 张建斌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50 龚卫财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51 赵鹏飞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总经理 

52 叶瑞娜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人力行政总监 

53 廖海涛 中层管理人员 分公司总经理 

54 李清 中层管理人员 商务总监 

55 付婧媛 中层管理人员 投资总监 

56 张源源 中层管理人员 区域人力资源总监 

57 王界博 中层管理人员 代表处总经理 

58 康飞 中层管理人员 分公司总经理 

59 郑红英 中层管理人员 质量总监 

60 和栋 中层管理人员 项目公司执行总经理 

61 孔德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客户经理 共 153 人。授予股票

期权总数为：312 62 柴振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63 王聪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投资经理 

64 刘春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分公司副总经理 

65 陈文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平台董事长助理 

66 刘一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HRBP 

67 温婷茹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市场部经理 

68 邹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69 宋银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财务管理部经理 

70 张双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市场营销部经理 

71 宋军颖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财务管理部经理 

72 李锦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73 杨珊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HRBP 



74 孙莹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客服部经理 

75 马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检测分析部经理 

76 闫洪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HRBP 

77 孔祥臻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采购部经理 

78 刘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生产技术部经理 

79 高华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计划管理部副总经理 

80 曾智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HRBP 

81 李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分公司副总经理 

82 李星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部经理 

83 余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分公司副总经理 

84 杨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分公司副总经理 

85 徐欢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财务管理部经理 

86 张琨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经营统筹经理 

87 单蓬蓬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电气总工 

88 李庆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项目经理 

89 杨盈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成本控制经理 

90 王健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预决算经理 

91 高贵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预决算经理 

92 李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审计经理 

93 阳春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净水总工 

94 王萍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污水总工 

95 张英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净水总工 

96 李伟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97 王宏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平台投资总监 

98 刁广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技术总工 

99 温佐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00 王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融资总监 

101 王锦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结构总工 

102 苏宝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污水总工 

103 李彦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平台总经理助理 

104 苏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经济测算经理 

105 宋江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06 程康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07 吴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08 刘向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投资总监 

109 周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投资经理 

110 李文淼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总裁秘书 

111 范文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财务风控经理 



112 林超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媒介经理 

113 董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法务经理 

114 曹喜凤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二室经理 

115 徐成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三室经理 

116 李永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一室经理 

117 刘小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土建室经理 

118 张继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三室经理 

119 王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武汉设计分院副院长 

120 李蓉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三室经理 

121 范加良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一室经理 

122 董永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土建经理 

123 邵俊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污水总工 

124 石克婧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科技事务主管 

125 吕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政府事务主管 

126 周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预决算经理 

127 李前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总监 

128 冯晓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总监 

129 徐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合约造价部总监 

130 张保庆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自控技术总工 

131 孙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电仪技术总工 

132 赵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33 冯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34 杜汉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35 余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36 王有全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部经理 

137 赵慧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调试总监 

138 王仁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39 赵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40 李海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41 罗荷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42 余义纯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副总经理 

143 张江英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应用开发总监 

144 田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主任工程师 

145 王朝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46 董德山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行业经理 

147 张元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48 宽广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49 张俊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投资经理 



150 江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行业经理 

151 赵扬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52 曹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53 牛曼曼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采购经理 

154 王金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电仪工程师 

155 赵军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56 王飞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质量经理 

157 林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程经理 

158 张曼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董事长助理 

159 柴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行政经理 

160 关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税务经理 

161 林成凤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资金主管 

162 张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绩效管理主管 

163 王若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组织发展经理 

164 刘鑫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薪资经理 

165 周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品牌经理 

166 李尧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信息经理 

167 胡绮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审计经理 

168 朱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法务经理 

169 余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经济分析经理 

170 包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预算经理 

171 韩秀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经理 

172 曾华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标准经理 

173 张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污水副总工 

174 张彦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污水副总工 

175 梁晓健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主任工程师 

176 夏斌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二室经理 

177 陈庆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一室经理 

178 杨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电仪室经理 

179 陈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四室经理 

180 宋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土建室经理 

181 邓逍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电仪经理 

182 王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二室经理 

183 邓李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三室经理 

184 袁江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工艺一室经理 

185 杜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土建室经理 

186 牟晓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主任工程师 

187 王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平台董事长助理 



188 宿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测算经理 

189 李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人力资源经理 

190 关智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91 刘小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主任工程师 

192 吕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产品研发部副经理 

193 徐文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高级客户经理 

194 王新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195 李琴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采购经理 

196 李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商务管理部经理 

197 刘凤先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商务经理 

198 张兰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施工经理 

199 朱亚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经济测算主管 

200 金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会计经理 

201 王晓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人力行政经理 

202 龚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商务主管 

203 李小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预决算经理 

204 张庆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SHE 经理 

205 钟红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技术工程师 

206 程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投资副总监 

207 罗姣姣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投资主管 

208 刘俊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行业经理 

209 覃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代表处副总经理 

210 李谨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211 吴兴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HRBP 

212 郭金乐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商务经理 

213 郝占雪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预决算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