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分行名称 销售网点名称 销售人员姓名 资格证书类型 资格证书编号1 资格证书编号2

上海分行 分行营业部 许华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9053100314010 -

上海分行 分行营业部 施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053112791646031 201605312837596031

上海分行 分行营业部 祁倜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4319654206031 201904319660184031

上海分行 徐汇支行 濮冰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0313616646031 201610313450122031

上海分行 闸北支行 韩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2319097433031 201809318768258031

上海分行 闸北支行 袁文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209311351814015031 20201031138569761031

上海分行 虹桥支行 海伊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318603327031 201907319951306031

上海分行 虹桥支行 许慧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7319895033031 201907319954283031

上海分行 虹桥支行 曹家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6319671078031 201906319823191031

上海分行 黄浦支行 刘韵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9103100413510 -

上海分行 自贸区支行 戴娜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2314160212031 201707315177302031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 王一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68110616801 2012098110619105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 李乐垚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818525500081 201812819205820081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 刘祥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4219372398021 201809818525150081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苏艺敏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305446098580 2011034408917101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冼小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1064411638205 2011034409218301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谢伟明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240106500 20161241144620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张雪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09441493564044 201809448664184044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何俊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0448810401044 201809448590888044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张翼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0448838147044 2018124491100866044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马旭宏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3014401362310 201907449835147044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江良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34410412801 2012064408615505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苏志锋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34412451710 201904449224436044

广州分行 佛山支行 戚旖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1114412310101 20140844483625044

广州分行 佛山支行 严肖玲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69001479210 201812908948078090

广州分行 佛山支行 廖泽鑫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69001488010 20140744352217044

广州分行 佛山支行 麦志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0448809527044 201810448810843044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沈曦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8099104321010 -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唐双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239688530 201707315119910031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袁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11311703729031 201512911866916091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林雅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2010919464021831091 20209916732914861091

无锡分行 江阴支行 殷晓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3324291930032 201703324404498032

无锡分行 江阴支行 赵茹妍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30732112222032 20130732439438032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 秦玥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1011557200011 20141011759642011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 王阗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0711229407011 20140711147673011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 杜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04112689138011 201604112410741011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 张明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09821527248082 201509821486144082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 娄欣爱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7118005910011 201809118766583011

北京分行 东直门支行 张庆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7118040919011 201904119379365011

北京分行 东直门支行 李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12331979350033 201709335527658033

北京分行 东直门支行 金心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7115198397011 20170711525926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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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行 中关村支行 孔祥喆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12111318103011 201505111876020011

北京分行 中关村支行 周雷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5117551206011 201809118765142011

北京分行 中关村支行 于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31111300510 2010031100074501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苏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0343605400034 201610343543823034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刘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33412106510 -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李吉哲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0734134725034 20140734333443034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刘礼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348493000034 201810328838891032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孙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348555993034 201812349032708034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潘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2348923705034 201906329777907032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张青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0328796703032 201906319791757031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冯婕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4349414114034 201906339755505033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崔雨娴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103410172928034 2020084211133541042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 刘司晨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7329854064032 2019103210384814032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 颜琳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8095103101210 201812349130648034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 姚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2518914747051 201904519353438051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 张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518580263051 201809518710965051

成都分行 创业路支行 柏花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1051728234051 20140451666849051

成都分行 创业路支行 刘嫒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1051649374051 201412511278573051

汕头分行 汕头分行 王翼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30784122292084 2013058457826605

汕头分行 汕头分行 邱小庞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547231830 201707445153186044

汕头分行 汕头分行 林承镔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0F836174910F8 201809858678590085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陈赛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98912011503 2012063304757801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陈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04332536004033 201604332205809033

杭州分行 城中支行 徐佳琴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7339847188033 2019103310288421033

杭州分行 城中支行 郑洁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33312062110 -

杭州分行 城中支行 颜家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2339131414033 201904339609594033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 季秋灵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9128200505805 2009128200505701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 姜准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98210786805 2012068210794701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 刘心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3377128260037 201803377227857037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 王笑笑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4379423096037 201906379807455037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 杨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108210244709082 2019128210542535082

青岛分行 青岛开发区支行 赵紫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98210813405 2012068210818601

青岛分行 崂山支行 徐小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12828933615082 201906379774946037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 张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616000287

南宁分行 南宁分行 杨著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124511418905 2012064508782701

海口分行 海口分行 杨舒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1094608998101 2011114613452805

海口分行 海口分行 王国庆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5467677848046 201812469139826046

海口分行 海口分行 陈燕春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9465625930046 201904469493470046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朱一凡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12911848648091 201509911482556091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李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918740042091 201812919064743091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徐文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9918741565091 201907319958480031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朱雅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05322099766032 201504321642512032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吕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38513254701 201209851134680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赵延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0853507517085  

20161085357582608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皮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0853573552085 20161085350212108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曲惠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239946010 20170785527125408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孙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9118511145001 200911851114510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夏文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904859662978085 20190785983309008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梁梦姬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544950200 20170545509780

深圳分行 嘉宾支行 向南霏 证券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9098506065201 2012098511815105

深圳分行 嘉宾支行 林丹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09441489595044 201509441554569044

深圳分行 嘉宾支行 刘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505512012393051 201506512256565051

深圳分行 福田支行 文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09118510873501 2010038510564205

深圳分行 福田支行 钟文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7857884201085 201807857951066085

深圳分行 后海支行 李继红 基金销售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68501310110 -

深圳分行 罗湖支行 罗咏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2068511683801 2012098511651205

深圳分行 罗湖支行 王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807858014411085 201807857978978085

深圳分行 罗湖支行 李鹏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0034407800601 2010054413027705

深圳分行 罗湖支行 黄冰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12411511770 20170547460330

深圳分行 蛇口支行 范嘉苗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604852460307085 201511851738208085

深圳分行 蛇口支行 郭思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40485645700085 20140485530063085

深圳分行 东莞支行 胡雪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544495790 20170545897060

深圳分行 前海支行 李泽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20170545091490 20170546040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