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人员名单公示 
2018 年 6 月 6 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宜华健康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8 日-6 月 20 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如有异议，可通过书面形

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 

姓名 所属公司 职务 

陈奕民 宜华健康 董事长 

邱海涛 宜华健康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肖树锋 宜华健康 总监 

王剑 宜华健康 总监 

叶乐存 宜华健康 副总监 

余竹 宜华健康 经理 

王博雁 宜华健康 会计 

赵虹纯 宜华健康 会计 

陈泓 宜华健康 会计 

杜洁冰 宜华健康 出纳 

钟洁 宜华健康 副经理 



王烁娜 宜华健康 专员 

陈晓栋 宜华健康 专员 

陈壮伟 宜华健康 助理 

莫永平 宜华健康 秘书 

陈静萱 宜华健康 专员 

肖振庭 宜华健康 主管 

杨立金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周惠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伟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侯旭英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江卫国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邹咏新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周光建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黄微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何小玲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张伟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陈亨达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黄丽芳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蔡庆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姚少娟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张峰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华小敏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何昱坤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雷继中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陈关刚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刘静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何文杰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张水有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陈三民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陈建兵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助理 

陈丽媛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郭志刚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施红玲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李烜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赵向标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张勇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孙莉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黄明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李永利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曹维斌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监 

马俊杰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杨海亚 达孜赛勒康 董事长 

陈瑶琴 达孜赛勒康 总经理 

张志军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 



杨晓峰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 

龚宇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 

邱洁霞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 

周继人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 

李俊 达孜赛勒康 副总监 

王帆 达孜赛勒康 总经理助理 

吴海庆 达孜赛勒康 董事长助理 

刘耀忠 达孜赛勒康 部长 

于海军 达孜赛勒康 部长 

章远庆 达孜赛勒康 部长 

薛宏伟 达孜赛勒康 部长 

郑虹 达孜赛勒康 副部长 

恽涛 达孜赛勒康 副部长 

曾永平 达孜赛勒康 部长 

孙璐 达孜赛勒康 副部长 

龚建 达孜赛勒康 副部长 

李彦 达孜赛勒康 副部长 

王玲玲 达孜赛勒康 副部长 

张思思 达孜赛勒康 子公司董事长 

张子悦 达孜赛勒康 院长 

黄良 达孜赛勒康 副院长 

汤海萍 达孜赛勒康 副院长 



鄢林华 达孜赛勒康 子公司董事长 

林滢 达孜赛勒康 院长 

王军 达孜赛勒康 总监 

徐雨亮 达孜赛勒康 子公司董事长 

徐升亮 达孜赛勒康 院长 

马绍峰 达孜赛勒康 院长 

洪承钢 达孜赛勒康 秘书 

黄吕英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 

田甜 达孜赛勒康 总经理、院长 

朱俊 达孜赛勒康 副总经理、总监 

王长婷 达孜赛勒康 院长 

徐连胜 达孜赛勒康 子公司董事长 

黄伟 达孜赛勒康 总经理 

沈敏 达孜赛勒康 子公司董事长、院长 

戴红霞 达孜赛勒康 财务总监 

奚志勇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昊岩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侯坚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顾捷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王甫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王勇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顾方懿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李敏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周安华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徐琪倩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任 

陆鹏程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吴秀娟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 

王国生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子公司总经理 

沈丹凤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会秘书长 

姚慧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秦芳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康静霞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邱绍华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徐露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胡子衡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吕梓平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王勤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金佳麒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陈平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康彩霞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经理 

顾爱华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经理 

朱玲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经理 

张鹏飞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 

杨永鹏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任 



王剑（2）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副总经理 

沈珺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副总经理 

冯旭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副总经理 

花述敏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 

刘文钧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余梅玲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徐晓雯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 

潘涛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 

邓小翠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周建飞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 

左宗坤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龚慧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助理 

郑新和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助理 

王建英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助理 

徐辉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经理 

郑顺菊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经理 

陈黎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经理 

俞佳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朱亚艳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