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巧女
“女花王”十年赶考

时隔 5个月， 又一次在东方园林总裁办公室见到何巧女，
我愣了一下。眼前这位董事长高跟鞋的鞋跟又高又细，正红色衬
衫在胸前打成一只蝴蝶结，与上次见面相比，穿着打扮愈见精
致，可见公司上市、公司股价超过 100元人民币、自己又登上富
豪榜，这些迎面而来的好事并没有让何巧女感到更大压力。

5个月前，同样是在这间遍布着绿色植物的办公室，东方
园林刚刚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10天，《中国企业家》记者见到何
巧女，那时的她一夜之间身价直逼 39亿，她说“这个数字已经
超乎了想象”。 她回顾，过发审会就像考大学，挂牌那天，她感
觉就像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学子一朝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
园，胸中满是憧憬、狂想，也许还有几许生涩。

实际上，从“赶考”的焦虑到舒缓地享受成功的快乐，何巧女
可不是只用了 5个月时间—从一个园林绿化公司女老板到一家
股价超百元的上市公司女董事长，这一步，她走了整整 10年。

曾经“阔”过
何巧女当初已经为上市激情飞扬过一回。
2001年，创业板的概念吸引了她。“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次去见证资本市场神奇力量时的一种憧憬和一种孤独的想
象。 ”何巧女用了这样一个长句，形容 10年前自己对此的期待。

彼时，何巧女正沉浸在微软、思科的传奇中热血沸腾，坚
信资本市场可以迅速造就伟大的公司。 于是， 她照着这个梦
想，对东方园林进行改制，做了一个五年的扩张计划，还制订
出每年 4%的期权承诺， 迅速将园林各个行业最优秀的人才
招至麾下。到 2002年 6月，不到两年时间，东方园林业务拓展
从一个城市扩张到 12个城市的各个板块，员工数量从最初的
几十人迅速达到 700多人———即便现在已经实现在中小板上
市的东方园林全公司上下也不到 500人。

“到今天为止，我估计任何一个园林公司也没有超越我们
那时候的人才规模和架构。包括我们东方园林自己，也比不上
那个时候。 ”何巧女也承认，当年自己是在过度扩张，“现在回
忆起来，就算 2002年真的上市了，也会受到来自管理、质量等
等各方面的挑战，也会收缩的。 ”

快速扩张导致工程中出现一些质量问题， 有的客户不给
钱，有的则要起诉何巧女，要她赔钱，有一个大客户是个著名
开发商，何巧女赔了他们 100多万。春节时，公司的承包商、劳
务提供商、材料提供商便开始派人来催款，经常是 20 多个民
工堵在门口。“可那个时候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贷款也
贷不出来。 ”

2003 年初，东方园林正式宣布战略收缩。 各个分公司的
老总，有人开着公司的公车扬长而去，有人带着公司的合同一
去不返， 还有人拿着公司的资料威胁何巧女……他们很多曾
经是何巧女最信任的人。“那个时候，我老在反省，觉得自己做
人是不是真的太失败了，为什么在你困难的时候，大家不能跟
你站在一起?”

但也有人留下来了，跟何巧女一起“把这个摊收了”，她的
丈夫唐凯便是其一。 十几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三四个项目，
唐凯便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飞，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解释，每
到一个城市便被当地催款的下家围起来，一围就是六七天，一
次又一次的僵持、解释，直到重新赢得信任。

何巧女很少提及 2003年到 2004年的那段经历，因为“不
知道哪句话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那是一段被她称为“不堪回
首”的痛苦经历，是她创业路上最为艰辛的一段。

好在那两年何巧女还是接到几个大项目。 她每天晚上开
会，不睡觉，早上自己跑工地，亲自盯项目，每天都跑去挣钱，
挣的钱都拿去还债。“那个时候能救火，给你点活干，给你点钱
的，真的是上帝。 2003、2004 年的客户，我都认为这些人是我
的恩人。我那几年活干得也是最好的。 因为你怀着感恩之心，
你就觉得不给他做好对不起人。 ”

中小板上市之后，何巧女在深交所吃饭，席间遇到了好几
位刚刚过会以及即将过会的老板，细问之下，居然几人都曾经
跟她一样，冲刺过当年的创业板。 然而，接下来便是纳斯达克
科技股的衰落， 香港创业板的萧条， 中国大陆创业板的夭折

……“当时大环境的不成熟造就了我们那时候的失败。 ”当年
创业板最热闹时的那几百家公司留下来的已然寥寥。

二次扩张
直到 2005年东方园林接下北京首都机场 T3航站楼的项

目时，何巧女已经还清所有欠款，轻装上阵了。
其实这期间，她一直抵制了来自房地产的诱惑。何巧女有

过这样的担心，万一东方园林上不了市，公司是不是要两条腿
走路，一边做房地产，一边等着上市。 她甚至为此搭建过专门
的预备团队。从 1997年到 2000年，何巧女公司账上还有很多
钱，放个 4000 万在房地产市场，每年追加 1000 万，三年内不
是没有做起来的可能。

何巧女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事过境迁，当年那些曾背弃她
的人也有人表示悔意，向她道歉。

此时的何巧女和她旗下的东方园林， 已经开始考虑二次
扩张的战略了———《中国企业家》记者见到何巧女之前，她刚
刚开完一个中层会，商议招兵买马的事宜。 此前，东方园林刚
发布了股权激励草案， 拿出 200万份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为
75名骨干中层管理人员，“何总还是非常慷慨的。 ”私下里，东
方园林一位中层这样说。

丰厚的期权如同当年的上市蓝图一样令人热血沸腾，不
同的是， 当年急速扩张的教训已经让何巧女懂得了什么叫做

“适度扩张”。
与此同时，她要人的眼光也放得更加长远和开阔，不仅是

专业更加庞杂，国内、国外的专家和人才她都开始广为延揽。
从某一个园林作品变成一个城市的景观系统， 这样的战

略调整需要何巧女在人才架构上作出更多的补充， 她已经开
始广泛招揽一些国际大品牌的各类专业人员，景观专家、生态
专家、城市规划的专家、历史文化专家、城市价值专家、区域产
业专家、 经济专家……她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来帮助解决这
一系列的问题。 在游说这些国际型人才投奔东方园林的过程
中，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来中国吧，中国有你可以去实现的理
想，你在中国成功了，等于你在全球都成功了。 因为中国的城
市化是一个国际问题，中国城市化如果探索出来一条路径，对
全球经济发展都是有贡献的，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东方园
林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

（选自外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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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国捐赠榜
第 1名捐了近 30亿 比马云多 11倍

昨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2015 中国捐赠
百杰榜》，对中国大陆居民或大陆非国企实际控制人的大额捐赠
进行统计。去年全年入榜人员捐赠总额达 128亿元，最高入榜捐
赠额 29.27亿元。其中北京的个人捐赠最多，超 58亿元。统计显
示，个人大额捐赠 81%注向基金会，各级慈善会接收的捐赠数
额仅占 4.51%。

何巧女因承诺捐赠个人持有的 7630 万股东方园林公司股
票（价值 29.27 亿元），位居榜单第一，成为该榜单自 2011 年开
始发布以来首个位列捐赠榜榜首的女性，同时也是首个捐赠额
度超过 10亿元的女性慈善家。

万达集团王健林今年捐赠 3.6 亿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在榜
单中排行第 5； 阿里巴巴马云则以 2.3 亿多元的捐赠额排名第
10。 在过去 5年的统计中，王健林、许家印和古润金连续 5 年上
榜。

从榜单看，一些知名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在 2015年都有过大
额的公益捐赠。 其中， 百度公司李彦宏向协和医学院捐赠
3000 万，排名榜单第 54 位；京东集团刘强东和章泽天夫妇
捐赠 1200 万， 其中包括向天津港爆炸事故救援者捐赠的 1000
万。

（选自《新京报》）

� 人物简历

何巧女，女，1966 年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 北
京林业大学客座教授，高级经济师，中华工商业联
合会女企业家商会常务理事。

1988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
1991 年开始真正进入园林市场。
1992 年 8 月 8 日创建北京东方园林艺术公

司。
2000 年成立东方园林集团， 并与美国 EDSA

环境景观设计公司合资成立 EDSA—Orient 环境
景观设计研究院。 现任东方园林公司董事长。

� 个人身家

2009 年 8 月 14 日，北京东方园林 IPO 经证监
会审批过关，成国内园林景观上市第一股。

何巧女直接持有北京东方园林 75.68%的股
份，加上小其四岁的丈夫唐凯持 15.96%的股份，夫
妇二人合计持股比例达 91.64%。 东方园林拟公开
发行 145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5008.13 万股。按
东方园林 2008 年净利润 5919 万元计算， 其每股
收益为 1.18 元。 按 30 倍市盈率计算，何巧女夫妇
的身家达到 16.25 亿。

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 东方园林的股价从
141 元开始连续上涨。 截至 8 月 12 日， 已经接近
198 元，登上沪深两市第一高价股的宝座。 几乎所
有人都认为， 这只股票涨过 200 元， 只是早晚的
事。 何巧女目前拥有东方园林 53.77%的股份，身
家超过 80 亿元。

� 个人生活

30 结婚、40 生子，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全年
几乎无假期。股价节节攀升，身家水涨船高的何巧
女继续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的生活。 她每天 10 点
来公司，晚上 10 点才走，一般每周工作 6 天，但是
全年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候。

就在上市前，她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开着员
工们都目不忍睹的小旧车。上市以后，她才给自己
换了一辆新车，“但是也没有多好。 ”
个人感言

“我进入园林业界已有十多年，最大的感受就
是人们对园林艺术的认识变化。 多年前房地产不
火爆时， 人们在成型的小区里也很难发现环境景
观的规划建设，最多只是种点树木、花草什么的，
人们对环境景观也不是特别的注重。 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大家的观念都更新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我们不仅把园林当作一门艺术来讨
论，而且已经将它融入了生活。 ”何巧女预言景观
建设的市场前景将不可估量。

� 个人荣誉

2011 年 4 月 28 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
办的 2011（第三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在北京柏悦
酒店举行，荣获 2011 年 30 位年度商界木兰。

2011 年 5 月 28 日，由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研究中心，证券时报，证券市场周刊，新浪网，和讯
网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高峰

论坛在北京国宾酒店举行，荣获 2011 年度最佳创
富领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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