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学历 证书编号 从业资格类别 证书取得日期

朱大慷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100015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22

季澐昀 女 本科 E0060000000009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1/17

张云云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36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16

孙培睿 男 本科 E0060000000046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28

王鼎钰 男 本科 E0060000000045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28

崔稳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58 基金从业资格 2016/11/19

伍辉华 男 本科 E0060114090031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9

周融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090016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5

彭伟 男 本科 E0060000000064 基金从业资格 2017/3/28

温华洲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01 基金从业资格 2015/7/12

鲍嘉晶 女 本科 E0060114100014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22

史轶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50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30

杨佳怡 女 本科 E0060000000063 基金从业资格 2017/3/28

丁雯雯 女 本科 E0060000000072 基金从业资格 2017/8/31

丁峰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38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24

孙蔓菁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090013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4

雷伯特 男 本科 E0060000000056 基金从业资格 2016/11/13

关微 女 本科 E0060000000023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3

赵磊剑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100008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10

张宗萍 女 本科 E0060113120002 基金从业资格 2013/12/26

屠霆 男 本科 E0060000000031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16

崔佳璐 女 本科 E0060000000012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1/17

万艺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15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1/17

李公民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100013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15

伏爱国 男 博士研究生 E0060113120001 基金从业资格 2013/12/26

姜云卿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090003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1

汤佳玮 男 本科 E0060114090028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9

王倩 女 本科 E0060115040004 基金从业资格 2015/4/9

朱丽丹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100003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9

周辰易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35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16

傅一特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78 基金从业资格 2018/5/9

程浩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32 基金从业资格 2018/7/29

曹正保 男 本科 E0060000000059 基金从业资格 2016/11/19

赵虹 女 本科 E0060000000071 基金从业资格 2017/8/31

许超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66 基金从业资格 2017/4/5

王瑞瑾 男 本科 E0060114090011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3

戴婷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090022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9

吉琦辉 男 本科 E0060000000004 基金从业资格 2015/7/12

李洁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06 基金从业资格 2015/7/12

顾佳琳 女 本科 E0060000000030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16

常远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62 基金从业资格 2016/12/10

叶蕾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090007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15

沈兆哲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19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1/22

王菁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090018 基金从业资格 2014/9/28

金于亮 男 本科 E0060000000005 基金从业资格 2015/7/12

高慧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52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30

袁智晨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33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16

张熙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18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1/21

张树峻 男 本科 E0060114010005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22

袁辰岑 女 本科 E0060000000079 基金从业资格 2018/7/23

俞华军 男 本科 E0060114100010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13

刘倩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44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24

高扬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37 基金从业资格 2016/8/16



钱雨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29 基金从业资格 2016/2/29

翁琦鸣 男 本科 E0060000000016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1/17

朱卫红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25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7

肖龙敏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70 基金从业资格 2017/8/24

姚峰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27 基金从业资格 2016/1/10

陈剑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114100011 基金从业资格 2014/10/13

赵小强 男 本科 E0060113120004 基金从业资格 2013/12/27

许熙 男 本科 E0060000000080 基金从业资格 2018/4/10

张麒麟 男 硕士研究生 P1000369100025 基金从业资格 2018/1/24

张鹏 男 硕士研究生 F0190112090002 基金从业资格 2012/9/12

郭楠楠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82 基金从业资格 2019/10/27

张茜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83 基金从业资格 2019/12/5

张经略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86 基金从业资格 2020/6/17

尹优靖 男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87 基金从业资格 2020/7/27

朱攀攀 男 本科 E0060000000089 基金从业资格 2020/9/7

田林燚 女 硕士研究生 E0060000000088 基金从业资格 2020/9/1

崔展豪 男 硕士研究生 A20201012002464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0/12

何剑桥 男 硕士研究生 P1027957100005 基金从业资格 2017/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