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中国信用卡营销人员信息公示 

 

为了更好地向您提供优质的服务，规范信用卡业务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保障持卡人合法权

益，特此公示东亚中国信用卡营销人员信息，供您查询：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1 02001973 王佳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2 02001993 叶佳慧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3 02001994 王舒婷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4 02011338 李秋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5 02011339 丁一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6 02011357 王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7 02011407 张紫涵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在职 

8 01200015 宋静洋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9 01200137 李琳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0 01200148 王守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1 01200153 徐轶群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2 01200411 郑重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3 01200543 吕凤凤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4 01200627 佟彤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5 01200631 张丽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6 01200639 马俊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7 01210275 司宏亮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18 01210537 赵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19 01000494 高志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0 01001077 王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1 01001122 曹燕昭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2 01001130 陈美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3 01001140 王锴杰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4 01001160 钟静雯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5 01001169 张晓宇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6 01001177 何非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7 01001179 卢珊珊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8 01001195 庄俊威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29 01001216 梁芷盈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30 01001218 杨镇宁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31 01001219 欧倩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32 01001224 赵浩鸿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33 01010436 刘智玮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34 01010863 杨冬妮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35 03902684 姜宏扬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在职 

36 02400392 沈梦馨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在职 

37 02400464 黄国瑞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在职 

38 02400466 闻俊毅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在职 

39 07500252 陈彭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在职 

40 07500347 夏静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在职 

41 07510198 陈宝军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在职 

42 14400032 杨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43 06300278 孔祥东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在职 

44 06300280 张晓芬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在职 

45 06300301 戴智红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在职 

46 03001007 朱彤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在职 

47 03001040 曹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在职 

48 03001174 秦立山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在职 

49 00900044 陈铤铤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在职 

50 00900086 刘佳南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在职 

51 00900708 张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在职 

52 00900718 朱莹佩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在职 

53 02210047 唐露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在职 

54 00300786 王炯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55 00300834 瞿琳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56 00300971 禹丽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57 00301208 朱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58 00301428 张懿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59 00301494 董玥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0 00301515 凌贝悦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1 00301548 孔瑜清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2 00301583 张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3 00301591 周丽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4 00301605 胡澎渤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5 00301606 李霞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6 00301610 许名扬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67 00301620 赵扬扬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8 00301622 黄义翔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69 00301623 周晨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70 00301627 何晨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71 00301635 吴秋伊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在职 

72 00600728 罗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73 00600803 鲍蕊红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74 00600839 林敬峰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75 00602014 郑仲升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76 00602198 陈佳丽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77 00602202 陶永峰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78 00602249 彭舒佳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79 00602382 杨静云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80 00602399 胡瑗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81 00602412 林意钦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82 00611055 洪奕冬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83 00611782 陈育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在职 

84 03900171 孙雪娇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在职 

85 03902570 迟丹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在职 

86 03902685 崔锦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在职 

87 03910098 张慧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在职 

88 03910125 陈莹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在职 

89 08900137 杨晓燕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在职 

90 08900195 史宝莹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91 04410128 胡巧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在职 

92 04430255 王佳誉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在职 

93 01701633 李小诗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在职 

94 01701636 陆晓鑫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在职 

95 01719417 赵思佳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在职 

96 13000056 陈良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在职 

97 13010001 杨石武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在职 

98 10100096 王禹岩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在职 

99 10100098 杨攀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在职 

100 10110049 冯玉会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在职 

101 02501330 陈粮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2 02501359 钟晓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序号 工号 姓名 所属机构 在职状态 

103 02501362 李正国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4 02501364 陈健豪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5 02501368 罗瑶瑶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6 02501369 庞柱炜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7 02501373 吴建军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8 02510096 邓铁军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09 02520076 付俊端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在职 

110 00601041 蔡建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在职 

111 01100278 何彬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在职 

112 01100652 郑培源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在职 

113 01100655 张莉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在职 

114 01110630 王浣莲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在职 



 

本页面公示的在职信用卡营销人员信息统计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可能与当前实际情况有差异。如需了解最新名单情况，可致电我行客服及投诉热线：95382 进行咨询或反映。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