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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销售网点 销售网点地址 中文名字 客服电话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王淳 010-65892614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28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樊泽 010-6589261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82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宋志利 010-65892631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1231002006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李雪 010-65892670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0604030555

北京分行 富华支行 北京分行富华支行 雷晓磊 010-65891208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217005457

北京分行 富华支行 北京分行富华支行 冯班 010-65891223 基金从业资格 F2160000001225

北京分行 富华支行 北京分行富华支行 万莙子 010-65892607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53

北京分行 金融街支行 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 李哲源 010-62682151-1111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5010001

北京分行 金融街支行 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 伍江波 010-65892683 基金从业资格 B1290000000048

北京分行 金融街支行 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 张雪 010-6589262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74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鄂梅 010-6589261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4050001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郑海芳 010-65892610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68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分行营业部 张键 010-65892640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88

上海分行 新天地支行 上海分行新天地支行 黄微 021-3862151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41

上海分行 新天地支行 上海分行新天地支行 游海东 021-3862151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74

上海分行 新天地支行 上海分行新天地支行 戈飞 021-3862151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72

上海分行 新天地支行 上海分行新天地支行 诸逸翔 021-3862151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54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分行营业部 季焕新 021-386750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01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分行营业部 董玥 021-386750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00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分行营业部 张露 021-38675033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0530004439

上海分行 徐家汇支行 上海分行徐家汇支行 付雪 021-386724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5010006

上海分行 徐家汇支行 上海分行徐家汇支行 何家俊 021-386724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39

上海分行 徐家汇支行 上海分行徐家汇支行 罗昌宁 021-386724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71

上海分行 天山支行 上海分行天山支行 夏凝 021-3862151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55

上海分行 天山支行 上海分行天山支行 吕俊 021-52280333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200529001575

上海分行 天山支行 上海分行天山支行 何仙 021-52280333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916000744

上海分行 浦西支行 上海分行浦西支行 张懿 021-23273666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84

上海分行 东方路支行 上海分行东方路支行 周晓芳 021-38621515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061803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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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行 静安支行 上海分行静安支行 禹丽 021-587383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97

上海分行 静安支行 上海分行静安支行 王炯 021-5873833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99

上海分行 静安支行 上海分行静安支行 梅丽雯 021-58738333 基金从业资格 F2700000000113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分行营业部 陈昌明 020-8755113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4060003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分行营业部 杨冬妮 020-8755113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73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分行营业部 李利萍 020-2869311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91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分行营业部 兰芳 020-87551138-110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43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分行营业部 黄咏颖 020-2869311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48

广州分行 肇庆支行 广州分行肇庆支行 赖梦兰 0758-232185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60

广州分行 江南西支行 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 张明健 020-84410868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190605027012

广州分行 江南西支行 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 林志豪 020-8441102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21

广州分行 北京路支行 广州分行北京路支行 岑巧怡 020-8330608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75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深圳分行营业部 陈倩倩 0755-82032313-8262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467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深圳分行营业部 陈敏君 0755-88996899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60

深圳分行 南山支行 深圳分行南山支行 李穗清 0755-84815111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37

深圳分行 南山支行 深圳分行南山支行 陈雪 0755-8662613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46

深圳分行 南山支行 深圳分行南山支行 陈嘉 0755-8621188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41

深圳分行 福田支行 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郑羽霞 0755-82032313-8137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200602001393

深圳分行 福田支行 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梁嘉雯 0755-8203231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09

深圳分行 华侨城支行 深圳分行华侨城支行 鲍蕊红 0755-83763299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4010003

深圳分行 东莞支行 深圳分行东莞支行 冯子威 0769-23380508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0619037093

深圳分行 罗湖支行 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曾浩 075582612891 基金从业资格 F3620000000245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分行营业部 宋静洋 0411-8280822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94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分行营业部 郑重 0411-8280822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78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分行营业部 徐轶群 0411-8280822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15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分行营业部 刘璐 0411-82808222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191217009437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分行营业部 张丽 0411-82808222 基金从业资格 B1290000000337

大连分行 五四支行 大连分行五四支行 司宏亮 0411-84119888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20010600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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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分行 五四支行 大连分行五四支行 吕凤凤 0411-8411988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39

大连分行 五四支行 大连分行五四支行 佟彤 0411-84119888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200508002079

大连分行 五四支行 大连分行五四支行 李琳 0411-8411988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67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珠海分行营业部 鲁鹏 0756-319860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68

珠海分行 拱北支行 珠海分行拱北支行 汤窈娜 0756-260162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24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珠海分行营业部 潘志成 0756-3198967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940

珠海分行 江门支行 珠海分行江门支行 何彬 0750-387628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67

珠海分行 中山支行 珠海分行中山支行 叶正平 0760-89986269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66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珠海分行营业部 张静 0756-319860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25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珠海分行营业部 廖羚杉 0756-3198601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85

西安分行 高新区支行 西安分行高新区支行 宁珅 029-8833995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50

西安分行 北大街支行 西安分行北大街支行 张婷 029-87201608-159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92

沈阳分行 沈阳分行营业部 沈阳分行营业部 李凌会 024-31280449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49

沈阳分行 沈阳分行营业部 沈阳分行营业部 孙楚诗 024-31280365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64

沈阳分行 沈阳分行营业部 沈阳分行营业部 姜宏扬 024-3128035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82

沈阳分行 五爱支行 沈阳分行五爱支行 迟丹 024-31280300-460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31

沈阳分行 五爱支行 沈阳分行五爱支行 张慧佺 024-31298742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83

沈阳分行 和平支行 沈阳分行和平支行 陈莹 024-31280449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330000436

重庆分行 重庆分行营业部 重庆分行营业部 蒙希 023-63886388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200909000357

重庆分行 江北支行 重庆分行江北支行 李波 023-6771078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110005

重庆分行 江北支行 重庆分行江北支行 赵婷婷 023-6771078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10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营业部 厦门分行营业部 王万华 0592-2991860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43

厦门分行 厦大支行 厦门分行厦大支行 唐露露 0592-2571891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529001682

厦门分行 厦大支行 厦门分行厦大支行 陈铤铤 0592-2991859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37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营业部 青岛分行营业部 曹原 0532-81978391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113080071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营业部 青岛分行营业部 朱彤 0532-81978370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55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营业部 青岛分行营业部 于丰 0532-81978393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59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营业部 成都分行营业部 李倩 028-64368097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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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分行 分行营业部 苏州分行营业部 沈梦馨 0571-8981200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084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营业部 合肥分行营业部 丁姗姗 0551-65663878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32

郑州分行 分行营业部 郑州分行营业部 孟宪坤 0371-89966894 基金从业资格 B128000000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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