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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网点及人员资质明细表销售人员资格公示 

                                                                                                                                更新截止时间：2017 年 8 月 

分行名称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姓名 资格证书类型 资格证书编号 1 资格证书编号 2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刘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11686807011 20140711369920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李婷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11676832011 201407113663520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张金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811415908011 2014081144800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何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703114293266011 201703114391884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董雯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11663304011 201412111308042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林福斌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71137113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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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武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112334090011 201603112163167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廉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111874104011 201506112240866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李东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5372850108037 20160411259065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尹禄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11500359110   

北京分

行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

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平台层 PC1(01-03)号

商铺 纪杨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1100254301 20140311450894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东直门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号北京来福

士中心办公楼一层 02单元和二层 03 单元 李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81100954801 20031100043205 

北京分

行 北京东直门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号北京来福

士中心办公楼一层 02单元和二层 03 单元 李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4021100337801 20085100153305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刘思岑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38297030 2016123141375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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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刘文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111870481011 201504111635935011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吕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311433718011 20140411817879011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朱丽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711144701011 20140711368911011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陈亚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113464804011 201606112900055011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吕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705114911093011 201705115010307011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孙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9851438176085 201509851494571085 

北京分

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

心渣打大厦 1楼 李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4021100337801 20085100153305 

北京分

行 北京金融街支行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楼一层 102-

1单元 施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114029810011 20141211400528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号洛克时代中心

一层 1016、1018、1020、1021 单元 姚颖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114199134011 201612114149321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号洛克时代中心

一层 1016、1018、1020、1021 单元 及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38079450 20150911146317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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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

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号洛克时代中心

一层 1016、1018、1020、1021 单元 李静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111715767011 20150411184653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号洛克时代中心

一层 1016、1018、1020、1021 单元 王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031100663001 2012031100652805 

北京分

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号洛克时代中心

一层 1016、1018、1020、1021 单元 李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058116298701 2012091100661705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邓会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051402923901 2013121136067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刘欣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2111013967011 201502111395266011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张晓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11500290011 20141211128987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陈小頔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051100010701 2012121100004705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李月晴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1111738442011 201603112143789011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王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122003537012 201504111638225011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陶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111876009011 20130911758885011 



   

5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施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112469627011 201606372984212037 

北京分

行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北京燕莎中

心写字楼 S102B/S124/S123 室 万思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1281123061081 20131281378876081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赵志新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031111385310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高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033204257501 2011033204257605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刘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111956517011 201512111868323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司璐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9101100098910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李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113167399011 20161011330786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李莹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8091100198610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张勇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114030443011 201612114000128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曹巍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113400966011 2016101136416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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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廖可欣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6112175188011 201505112095494011 

北京分

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6号中关村金融中

心 B座首层西南角和西北角 杜梦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121477848012 证券投资基金 

成都分

行 成都总府路支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号国际

金融中心三号办公楼 T3-102及 T3-202，

一号办公楼 13楼单元 5 敬守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512278402051 201604512534059051 

成都分

行 成都总府路支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号国际

金融中心三号办公楼 T3-102及 T3-202，

一号办公楼 13楼单元 5 唐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511981196051 201604512359896051 

成都分

行 成都总府路支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号国际

金融中心三号办公楼 T3-102及 T3-202，

一号办公楼 13楼单元 5 陈昱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511352936051 201506512261538051 

成都分

行 成都总府路支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号国际

金融中心三号办公楼 T3-102及 T3-202，

一号办公楼 13楼单元 5 余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0513116039051 201506512258974051 

成都分

行 成都总府路支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号国际

金融中心三号办公楼 T3-102及 T3-202，

一号办公楼 13楼单元 5 孔祥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1251270651051 20140151428086051 

大连分

行 大连西岗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89号金广大

厦 B座 101 室 柳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8110656301 2011098110430605 

大连分
大连西岗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89号金广大
任光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20141081514344081 2014108175801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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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厦 B座 101 室 证 

大连分

行 大连西岗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89号金广大

厦 B座 101 室 倪玉珠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781232401081 20140781122246081 

广州分

行 广州天河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号 101

铺自编 A1号及负一层 104 林雪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044535071044 20140844485299044 

广州分

行 广州天河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号 101

铺自编 A1号及负一层 104 梁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094407795301 2011114411959905 

广州分

行 广州天河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号 101

铺自编 A1号及负一层 104 梁筱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114411899701 20130744460443044 

广州分

行 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凯华国际

中心第 1层 102号房 张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441808959044 201603442135190044 

广州分

行 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凯华国际

中心第 1层 102号房 卢丹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441879763044 201504851633787085 

广州分

行 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号凯华国际

中心第 1层 102号房 练德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74400192501 20074400192503 

杭州分

行 杭州武林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214号坤和

中心主楼 1层南商铺以及环城北路 208号

坤和中心主楼 10层 03室 王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33100071201 20033100071205 

南昌分

行 南昌红谷滩支行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568号红谷凯旋 3 号楼商业七(二)号 119

单元 陈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364267281036 20150936162895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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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分

行 南昌红谷滩支行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568号红谷凯旋 3 号楼商业七(二)号 119

单元 孙文川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9361377649036 201509361430632036 

南昌分

行 南昌红谷滩支行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568号红谷凯旋 3 号楼商业七(二)号 119

单元 王燕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33600147401 20033600147405 

南京分

行 南京河西支行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37号南京

中央商场河西店 1F-15-1 孙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322704008032 201604322373215032 

南京分

行 南京中央路支行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201号金茂广场一层

108A室  林靖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732451726032 20131032819041032 

南京分

行 南京中央路支行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201号金茂广场一层

108A室  杨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932538681032 20140532865959032 

南京分

行 

宁波国际金融服务

中心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北

区钱业街 9号 袁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132818796032 201505321968130032 

宁波分

行 

宁波国际金融服务

中心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北

区钱业街 9号 鲍璐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831653190083 201412831294560083 

青岛分

行 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香格里

拉中心商场一层 L101、L102 及 L107 单元 王媛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82682513082 20131182874723082 

青岛分

行 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香格里

拉中心商场一层 L101、L102 及 L107 单元 郝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128213263401 201507822654174082 

青岛分

行 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香格里

拉中心商场一层 L101、L102 及 L107 单元 王海啸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CPBI-ALE-QD-1702 201705481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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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分

行 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香格里

拉中心商场一层 L101、L102 及 L107 单元 王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821433548082 201504821784728082 

青岛分

行 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香格里

拉中心商场一层 L101、L102 及 L107 单元 马婧文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8098203661410   

青岛分

行 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号香格里

拉中心商场一层 L101、L102 及 L107 单元 高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118216002401 2013048249820905 

厦门分

行 厦门滨北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21 号集友

广场首层 B单元及二层 B单元 王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7842307144084 201507842680666084 

厦门分

行 厦门滨北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21 号集友

广场首层 B单元及二层 B单元 游怡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7353039407035 201607353104984035 

厦门分

行 厦门滨北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21 号集友

广场首层 B单元及二层 B单元 林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84811194084 20131284376570084 

厦门分

行 厦门滨北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21 号集友

广场首层 B单元及二层 B单元 黄安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841688062084 20140484789648084 

厦门分

行 厦门嘉禾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号之二东

方财富广场 101-102 单元及 106-107 单元 黄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2911068443091 201412911297659091 

厦门分

行 厦门嘉禾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号之二东

方财富广场 101-102 单元及 106-107 单元 徐聪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084666378084 20141084726109084 

厦门分

行 厦门嘉禾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号之二东

方财富广场 101-102 单元及 106-107 单元 朱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41923781084 20141284127427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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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分

行 厦门嘉禾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号之二东

方财富广场 101-102 单元及 106-107 单元 刘佳靖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41750667084 201512841826829084 

厦门分

行 厦门嘉禾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86号之二东

方财富广场 101-102 单元及 106-107 单元 魏晨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41745806084 201512841801444084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周昕悦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9841620032084 201507841211109084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陈晓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784117582084 201412841273994084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陈春霖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118416488801 2012068411157905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王思思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51353040035 201502351400687035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李敏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9901607909090 201604902427588090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陈树彬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0443187760044 201510443186176044 

厦门分

行 厦门瑞景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 288号第一

层 B-10、B-11号单元 陈文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842298259084 201604842530159084 

厦门分

行 厦门瑞景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 288号第一

层 B-10、B-11号单元 江漫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843428666084 20160484262513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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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

行 

上海城建国际大厦

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

心大厦 1层 05单元 刘博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6312995767031 201605332815779033 

上海分

行 

上海城建国际大厦

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

心大厦 1层 05单元 陈芳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3350968031 201604312348397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城建国际大厦

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

心大厦 1层 05单元 柳夏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53155295901 2013053156841205 

上海分

行 

上海城建国际大厦

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

心大厦 1层 05单元 池爱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131813082031 20140531871175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城建国际大厦

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

心大厦 1层 05单元 罗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3103340901 20130931799891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孙玲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7312352852031 201507312688020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徐琳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63103124001 20140131424501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周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7312352852031 201507312648858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刘思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11365108031 201506312257184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夏维琴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705315008347031 20161231417549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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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罗之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867924031 201512311955941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李会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11354347031 201504311861319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祖晓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31685500031 20140731228276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   唐贇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3102910801 2012093102910905 

上海分

行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803-821号 102室 孔安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093102594901 2013043126650105 

上海分

行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803-821号 102室 张玲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8312816590031 31010519890106202X 

上海分

行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803-821号 102室 潘立璋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3102946101 2012093102946205 

上海分

行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803-821号 102室 戴陈珂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311685088031 201504311827640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803-821号 102室 胡飞捷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9033107274210   

上海分

行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号万都中心大厦 1

层 S101、S104、S105、S112 单元 蔡雨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858903031 20151231184261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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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

行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号万都中心大厦 1

层 S101、S104、S105、S112 单元 陈敏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896078031 201512311971166031 

上海分

行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号万都中心大厦 1

层 S101、S104、S105、S112 单元 郝萱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341877216034 201504311851435031 

上海分

行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号万都中心大厦 1

层 S101、S104、S105、S112 单元 周敏忆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759540031 201512311826534031 

上海分

行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号万都中心大厦 1

层 S101、S104、S105、S112 单元 罗敏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341891939034 201507312660856031 

上海分

行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 8号万都中心大厦 1

层 S101、S104、S105、S112 单元 王彦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313827967031 201607313030423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淮海中路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1045 号上海淮海

国际广场一楼 101 单元、4204 室 马中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707315159600031 20170731520815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22弄 12号底层西间等

及南京西路 1522弄 14号假三层 董敏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123103748201 20141031765314031 

上海分

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22弄 12号底层西间等

及南京西路 1522弄 14号假三层 陈俐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12704359012 20140412794958012 

上海分

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22弄 12号底层西间等

及南京西路 1522弄 14号假三层 成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312335535031 201512311835228031 

上海分

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22弄 12号底层西间等

及南京西路 1522弄 14号假三层 安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9033101987201 20120631032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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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

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22弄 12号底层西间等

及南京西路 1522弄 14号假三层 王承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834853031 201512311859126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浦西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456-1, 456-2号 韩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2311220196031 201504311844138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浦西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456-1, 456-2号 陈乃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113104996001 20140431761118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浦西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456-1, 456-2号 吴世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311717835031 20150731264879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浦西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456-1, 456-2号 张政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312286395031 20160431250038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张洁靓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051703550117115228 060701825317123415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张天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859115031 20151231183484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周诗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36506426036 20140436634394036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林丛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33103565701 20131231348765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邢丁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1231259213031 2014013142449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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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丁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632050039838040

320500 201510313175259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张铃玉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9053100274510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Shen 

Jun 

Chen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31651542031 20131231354188031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陈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3103075501 2012123103870405 

上海分

行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太仓路 233 号新茂大厦 101、102

单元，807、808单元 刘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131814663031 201505312096315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周肖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311721454031 20150431186201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师芳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9371387447037 201509371457687037 

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李明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21366736032 201502321394911032 

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张丽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733254009033 20141133836233033 

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陈沫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9311380639031 2015093114515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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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唐丽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312430530031 20160431266131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39 号 蓝甜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312434237031 201604312644636031 

上海分

行 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 号 1楼 1077、

1079和 1081 单元 许圣凡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3312132537031 201512311825135031 

上海分

行 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 号 1楼 1077、

1079和 1081 单元 束蕾鸣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1063205677601 201502311391592031 

上海分

行 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 号 1楼 1077、

1079和 1081 单元 周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11354864031 201504311828424031 

上海分

行 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 号 1楼 1077、

1079和 1081 单元 陈彦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731449133031 20130731467234031 

上海分

行 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18 号 1楼 1077、

1079和 1081 单元 程政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311784385031 201511311707763031 

深圳分

行 深圳车公庙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5号金

茂深圳 JW万豪酒店一层 101单元 B区 黄如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1851699021085 201511851707588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曾思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51840251085 201512851904815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彭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51842221085 20151285179622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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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桂彩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853234528085 201610853137836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王海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4852727864085 20161240592420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吴新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852728747085 201604852446996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方冬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852740355085 201604852450020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罗晓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785100496085 20130985766574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刘芳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853507571085 201604852726382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李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239934770 20170548908230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朱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1851698111085 201509851642136085 



   

18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朱雅岚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431984442043 201603442132071044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祝杏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851354627085 20141185819049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王振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851704509085 20141185836504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何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128514108601 201203851346020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杜弘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852455391085 201512851841863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毛国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851705244085 20140385451714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刘淑英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51902195085 20151285183974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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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张菡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085672419085 201505851944018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刘若菡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51841816085 20161238605120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叶绮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703444340938044 20161239764760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陈玉珠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0038513127010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邱丽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5852781078085 201610853505386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吴爱游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852716653085 20161238660180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张晋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1851702882085 201509851561833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李肖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7C730278710C7 201607C730616830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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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深圳分

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

基一百大厦裙楼 101 中 101F, 131（131

单元为优先理财中心）, A塔 11-14层 耿喆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885421278085 20140885489153085 

深圳分

行 深圳湖贝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号 商

铺 1层 1-2单元 汪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51840955085 201512851911446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华侨城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世界花园美加

广场地下一层 02单元商铺 王浩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1285250530085   

深圳分

行 深圳卓越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

路交汇处卓越时代广场 1A01-A, 1A01-B, 

1A01-C 刘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8511464201 2012098511464305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胡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1311729324031 201511311706298031 

厦门分

行 厦门鹭江支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厦门国际

银行大厦 1层 A单元 张嘉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31537458031 20140431819841031 

苏州分

行 苏州昆山支行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 33号 2号房

二号商铺、3号房一号商铺 孔巍巍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9039109139210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田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331494411033 201504331633435033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董佳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332021866033 20141233114843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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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吕晓琴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033771670033 2013103183504803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朱桥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832486052032 20140432495370032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张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10323536072032 201610323611216032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周云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6322999790032 201605322803156032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肖侃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321666388032 201504321847082032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汪宇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322342179032 20160331214672503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余钰涓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83701681083 201412831324275083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蒋一凡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21369349032 20150491180143009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陈旦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2911178336091 20141291129648609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何频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1291260184091 20140491798931091 



   

22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王建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032776129032 20141291129833609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吉小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49111551501 2013129138308609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孙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4911645572091 20150491181114109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朱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30991551430091 20131291358968091 

苏州分

行 苏州乐桥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95 号、97

号 周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6312154874031 201506312270403031 

苏州分

行 苏州新区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新区狮山路 88号金河国际

中心 1层 101及 103 单元 周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2311355324031 201506312257647031 

天津分

行 天津滨海支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57 号泰达

MSD-G/H区 G1-104-2号商铺单元 于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31200228801 20031200228805 

天津分

行 天津海光寺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三马路交口融

汇广场 1-6 何晓蕾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121201651301 2013041224623205 

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孙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712289165012 20140812445275012 

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袁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05121889269012 2015061222662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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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赵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2121046025012 201507122714552012 

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李雪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12121055788012 201412121296863012 

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张乙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2091201265301 20140412782849012 

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王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12692997012 201305126189100 

天津分

行 天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西市大街 35 号风荷新园一

层 单文姬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081101094401 201507122663749012 

天津分

行 天津友谊路支行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28号天津水晶宫饭

店一层海珠亭 王斌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122689556012 201612123883584012 

重庆分

行 重庆南岸支行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8号万达广场 W-

20-B1和 B2-2-1号商铺 苟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40450673171050 20140850487655050 

重庆分

行 重庆南岸支行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8号万达广场 W-

20-B1和 B2-2-1号商铺 彭依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851839088085 201607853103723085 

重庆分

行 重庆南岸支行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8号万达广场 W-

20-B1和 B2-2-1号商铺 武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604502551461050 201605502889282050 

重庆分

行 重庆渝北支行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271号及

271号附 1号 谭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501826358050 20161250420090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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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

行 重庆渝北支行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271号及

271号附 1号 杨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501917221050 201604502437240050 

重庆分

行 重庆渝北支行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271号及

271号附 1号 赖燕林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证 201512501950518050 20160450242525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