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所属部门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杨宗耀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03

王义国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01

黄文胜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19

段亚军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15

刘中华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24

赵丹丹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50013

张日清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10

杨清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20002

孙凯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20002

马兰英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70002

卢佳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30002

刘志刚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03

刘弘毅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00001

李锐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03

李勤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40004

赖勇全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13

孔军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10002

管伟 财富研究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90003

于升 鞍山南胜利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4

耿鹤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00002

刘明哲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1

马月华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10003

邱晨辉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06

沈绮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36

闫东军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20005

杨晓华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03

张然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34

赵锴 北京北三环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15

霍振兴 北京朝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60009

刘黎鑫 北京朝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43

赵连军 北京朝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10

康君 北京阜成门外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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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琦 北京酒仙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90004

李建刚 北京酒仙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06

段文怡 北京丽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09

王洪彬 北京丽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02

祖启鹏 北京顺义站前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00001

高辉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10007

龚鲜华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120003

李建军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110004

李鹏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20

刘瑄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60008

龙运云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02

潘勃宇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14

王菁婧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60007

王亮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110003

王勇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20008

杨福旺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04

赵盼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17

周强 北京宋庄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20006

陈海燕 北京万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01

董文婷 北京万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04

王宗杰 北京万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03

魏俊博 北京万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05

徐晓宇 北京万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90010

张建欣 北京万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40005

吴丽芳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08

丁延鸣 常州劳动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50

黄键 常州劳动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5

王南彬 常州劳动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30005

许杰 常州劳动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80003

罗天 成都华阳华新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20

赵建国 成都龙泉驿新驿步行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20003

宋张兵 成都郫县杜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60007

熊绪 成都武阳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20001

刘波 成都新都桂湖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3

侍静 成都新都桂湖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50006



涂亮 成都新都桂湖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10

周云 成都新都桂湖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10001

邓戈 成都新津五津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60003

包旭东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00003

陈彦霖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10002

冯翔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00005

吉加俊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6

蒋俊青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110004

刘英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00009

涂宇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00005

魏仁贵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10002

易子涵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00011

张琳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00006

张锐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00003

张玉 成都一环路北三段万达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5

郭庆宇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22

李雪莲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04

刘清锋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24

孙振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23

王斌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40002

王鑫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110001

吴迪 承德翠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03

安磊 大连人民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28

陈明 大连人民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37

刘红霞 大连人民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55

时玉平 大连人民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60005

刘伟宁 儋州兰洋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4

许欧 儋州兰洋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8

张飞镞 儋州兰洋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40

冯亮 德阳岷江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70001

刘书芳 登封少林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90006

戴伟达 东莞虎门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20005

钟义强 东莞虎门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14

朱进荣 东莞虎门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90007

刘群英 东莞胜和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10008



徐凯 东莞胜和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05

邓超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10

胡嘉铭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10007

黄婧怡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08

李嘉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40003

梁冠声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90003

林通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41

刘颖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13

马颖峰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3

任恒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10009

谭晓宁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10004

伍迪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09

郑键文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12

郑洁 佛山顺德东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20001

黄韵莉 佛山顺德政和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80010

郑鑫 佛山顺德政和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03

汤志成 福州古田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90005

吴永新 福州古田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33

周坚 福州古田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10

刘志强 巩义桐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10013

柯洪江 广汉韶山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05

陈建锦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10

梁丙甲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7

梁松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20

林智敏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6

王京生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67

蚁剑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19

岳丽华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31

张永锡 广州滨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50005

陈嘉欣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04

韩志华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8

李海明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70003

李卉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1

梁少锋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10004

梁伟雄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50003



彭江华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06

史丹丹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10005

谭振英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2

王一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10

张汉能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6

张良智 广州番禺桥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07

李冠松 广州花都凤凰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10001

曾宇 广州开创大道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4

潘经冲 广州开创大道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8

许新惠 广州开创大道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7

丁光辉 广州体育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64

杜文华 广州体育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10

郭汉洋 广州体育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20002

江宇峰 广州体育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00003

潘小聪 广州体育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20003

谭演机 广州体育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63

岑浩霖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20002

陈德俭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90001

陈文忠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90005

段国华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14

胡演斌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20012

潘福璋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10009

沈斌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10011

尹可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10005

张丹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06

周珊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10004

朱德宏 广州天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20007

陈伟元 广州中山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71

陈一山 广州中山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70

陈志强 广州中山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70004

涂鹏 广州中山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10007

郭阳阳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80008

黄纯宜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3

李成明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80006

廖健强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90003



刘娟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05

刘莉雅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04

刘启林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04

卢健斌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09

谭晓敏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8

张杨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50009

赵华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00002

周浩正 广州珠江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06

陈利华 贵阳花果园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05

李奇 贵阳花果园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06

沈剑平 贵阳花果园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50002

吴涛 贵阳花果园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20004

侯铁楠 哈尔滨赣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29

时美玉 哈尔滨赣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03

王磊 哈尔滨赣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04

王召雷 哈尔滨赣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06

李冬青 哈尔滨上京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80002

刘岩 哈尔滨紫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90005

王强 哈尔滨紫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12

徐德伟 哈尔滨紫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90009

陈皇香 海口龙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20004

笪海靖 海口龙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46

徐志坚 海口龙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20003

钟明 海口龙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60002

陈洋财 杭州环球中心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30

项辰霄 杭州环球中心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9

章荣华 杭州环球中心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40002

韩哲晟 杭州金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56

季辰元 杭州金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20001

尹银华 合肥淮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10

赵贤武 合肥淮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08

刘正功 淮安淮海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00006

唐涛 淮安淮海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70007

杨筱芳 淮安淮海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80004

张明旺 淮安淮海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18



王丹 惠州惠阳开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33

柴伍培 济南历山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08

田宁 济南历山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55

王箐 济南历山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16

薛艳飞 济南历山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7

赵甜 济南历山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08

张钟 济宁环城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30007

吴景晖 江门迎宾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60003

尹晓峰 江门迎宾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23

陈常伟 晋江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60001

刘辉 晋江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16

彭茂松 晋江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04

王宽用 晋江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02

肖桂芳 晋江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05

彭敏捷 昆明环城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50003

次旦旺姆 拉萨林廓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40004

张斌 拉萨林廓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5

史玲玲 溧阳平陵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20009

唐炯 溧阳平陵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00003

王燕 溧阳平陵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20001

闫黎晖 洛阳天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15

姚予花 洛阳天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14

郑欣 洛阳天津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02

吴厚珍 马鞍山雨山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80001

严明 马鞍山雨山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10002

赵冬临 眉山苏源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70002

冯超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01

何冬梅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30001

何跃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09

李汝刚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02

李鑫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30002

马成伟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00005

唐小波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10

向锦程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05

赵孝全 绵阳临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10



崔大力 南充白土坝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09

丁元元 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33

高麦奇 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60006

何彪 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17

胡斌 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20025

刘绍振 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20004

陈淼 南京中央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08

程广锋 南京中央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70005

邵帅 南京中央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90008

王昊卿 南京中央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17

王乐 南京中央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60006

陈钧 南通如东青园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100004

郭笑海 南通通州金川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14

陈志伟 南通姚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6

顾海杰 南通姚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13

何承 南通姚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30010

胡峰 南通姚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70002

俞丽莉 南通姚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17

赵锋 南通姚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22

葛绍辉 宁波江东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80005

林武 平潭西航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02

孙烨 潜江广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15

王琛 潜江广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14

王玮 潜江广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36

徐敏 潜江广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11

杨伟 潜江广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07

何信科 潜江江汉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40006

夏玮 潜江江汉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40001

周纲 潜江江汉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32

胡忠忠 青岛延吉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20003

王俊 青海油田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10014

刘海青 三河燕高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09

吴震华 上海东方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10003

朱洪霞 上海东方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10001

江滢 上海法华镇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13



王震 上海法华镇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30009

赵鑫鑫 上海法华镇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20007

薛志炯 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02

马骥 上海虹口区横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32

潘羽 上海虹口区横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45

郑谊汀 上海静安区西康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80004

史有君 上海灵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120002

徐薇杨 上海灵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44

顾敬璞 上海杨浦区黄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35

金昭 上海杨浦区黄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60005

阳鹏飞 上海杨浦区黄兴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10003

李秋云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08

李之珲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110007

邵茜华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20002

邵晓旭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60001

孙贻国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24

叶婷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77

于曦 深圳爱国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120004

胡锋 深圳宝安兴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38

孙丹迪 深圳宝安兴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30005

陈顺 深圳分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18

黄鹏 深圳分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60011

陈振平 深圳科技园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20002

陈子亚 深圳科技园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13

陈啊峰 深圳龙岗龙福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30002

何志武 深圳龙岗龙福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03

赖明新 深圳龙岗龙福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05

李训杰 深圳龙岗龙福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31

张恒子 深圳龙岗龙福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20002

张小亮 深圳龙岗龙福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04

陈曦 深圳龙华和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80002

解山鹤 深圳龙华和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80001

曾凌心 深圳坪山和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10

田秋玲 深圳坪山和平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50004

陈杰忠 深圳沙井中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05



邓智 深圳沙井中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01

胡冰 深圳沙井中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04

冯丽彪 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40003

陆艳 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60006

唐丽娜 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24

杨林 深圳深南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06

邓毅军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10001

黄秋红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20017

邵雪芳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22

王伟伟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13

熊亚君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26

徐辉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20011

杨晓东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90006

姚成彪 深圳桃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07

高殿钧 沈阳和平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16

韩红鑫 沈阳和平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06

刘俊 沈阳和平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18

刘露 沈阳和平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60001

孙骁 沈阳和平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07

秦伟辉 沈阳浑南三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12

丁雪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70006

韩旭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11

何华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13

何柳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70009

侯晓妍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80007

李畅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10

李淼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80006

孙纪霞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90008

许文澍 沈阳三好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90003

郝固培 石家庄体育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80001

张子博 石家庄体育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40003

陈宇轩 四川分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08

李斌 四川分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10004

熊建 四川分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10003

杨俊 四川分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39



赖鹏 遂宁遂州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20001

李双权 遂宁遂州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01

廖永嘉 遂宁遂州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60003

刘航 遂宁遂州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20005

伍军 遂宁遂州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62

郑鹏 遂宁遂州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30002

曹瑞萍 太原三墙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41

吉军平 太原三墙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42

张琴 太原三墙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34

田永欣 天津宝坻钰华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80015

李心瑶 天津滨海新区新开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11

赵鹏 天津滨海新区新开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10006

姜恒涛 天津大丰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07

齐莹 天津大丰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80016

王重庆 天津大丰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11

纪瑞国 天津蓟县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20004

王军生 天津蓟县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11

张伟 天津蓟县迎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20003

方隽炜 天津南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99

刘占军 天津南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01

魏征 天津南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31

张克 天津武清雍阳西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80003

张淼 天津武清雍阳西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90008

张志东 铁岭银州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21

孙国铭 威海公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29

赵立春 威海公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20007

屈扬 文昌文建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01

陈霄峰 无锡清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50012

陈昕 无锡清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15

朱毅敏 无锡清扬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20001

蔡庸军 武汉东风大道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20006

叶婷 武汉香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90003

周楠 武汉香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70016

李凡 武汉兴业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09

朱豪英 武汉兴业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20006



陈勇 武汉徐东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13

郭吕芳 武汉徐东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12

胡毅 武汉徐东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50008

彭文文 武汉徐东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90009

乔昕 武汉徐东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03

汤善琴 武汉徐东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44

郭凌雁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60

郭平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60009

李浩业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50007

龙露云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29

田莉萍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57

于霏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10005

张春瑾 西安友谊东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59

白国萍 西宁胜利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08

韩文福 西宁胜利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59

金立平 西宁胜利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10057

赵芳 西宁胜利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10003

蔡晶晶 西宁西关大街新宁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05

窦增成 西宁西关大街新宁广场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80005

杨景丽 信阳民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40010

余海洋 信阳民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110001

王运运 徐州煤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50004

王维城 扬州高邮文游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02

陈亚东 扬州邗江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08

丁霞 扬州邗江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10008

张玲 扬州邗江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09

朱洁 扬州邗江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07

朱翔 扬州邗江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07

蒋恺星 扬州龙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70009

王惠 扬州龙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19

王璐 扬州龙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21

俞礼尧 扬州龙城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03

冯星 阳江阳东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20002

冯志昂 阳江阳东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08

关勇前 阳江阳东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06



谢铭敢 阳江阳东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100010

陈群 仪征大庆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3

洪娟 仪征大庆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01

方星亮 岳阳巴陵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80007

王飞 运城周西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80004

陈小丹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70008

陈永强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80014

郭建斌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01

简伟辉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50009

李美志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10001

李宇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03

梁子媚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90001

欧日贵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80006

吴金玉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110002

张颖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80008

邹婉雯 湛江百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06

戴超杰 湛江吴川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10004

梁志坚 湛江吴川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94

崔丽娜 长春人民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50014

付凯华 长春人民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70006

许巍 长春人民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120005

徐灼锐 长沙浏阳车站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18

曾辉 长沙湘江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19

何欣 长沙湘江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50006

胡启君 长沙湘江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60001

谢俊文 长沙湘江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40004

姚瑶 长沙湘江中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20016

郭宾 郑州建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120004

王天水 郑州建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10008

王亚峰 郑州建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110003

张建彪 郑州建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030003

张娜 郑州建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3120003

冯君 郑州商务内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37

冯旭平 郑州商务内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17

刘娜 郑州商务内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40025



韦明 郑州商务内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22

杨富现 郑州商务内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19

周玉侠 郑州商务内环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8030001

黄欢悦 中山石岐宏基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22

黄炯文 中山石岐宏基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50018

李国盛 中山石岐宏基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90007

陆荻维 中山石岐宏基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081

姜道彬 重庆民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90004

李里 重庆民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10001

唐亮 重庆民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110003

朱国春 重庆民权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0120117

陈晓菊 珠海水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0

林秋生 珠海水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70001

叶珊 珠海水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30021

张媛 珠海水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5030007

郑维 珠海水湾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16

曾辉 株洲黄河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7020004

张占峰 株洲黄河北路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30012

陈波 资产管理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40004

陈晓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08

胡江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05

黄哲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04

李利华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6030022

刘小武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80037

汪勇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30003

吴桂英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2060012

赵华超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1050015

周小芸 自贡丹桂南大街营业部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 S096061407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