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销售网点及销售人员资质信息一览表

基金销售网点 地址 联系电话 基金销售人员 资质类型 资格证书编号

沈北新区支行 沈阳市沈北新区银河街32号 024-89603292 赵婧洋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69

沈北新区支行 沈阳市沈北新区银河街32号 024-89603292 游慧欣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661500021、20170546763560、2017092154414436021

道义支行 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北大街55-5号 024-89798932 贾蕴玉 基金从业资格 201504211495246021、201504211860092021

沈阳康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中心街300号 024-87335672 陈宇楠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048

沈阳康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中心街300号 024-87335672 于文洁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10

沈阳康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中心街300号 024-87335672 王颖琦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84

沈阳康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中心街300号 024-87335672 王春鹏 基金从业资格 202092128255855781021；202092133106762540021

沈阳康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中心街300号 024-87335672 张璐 基金从业资格 2019122110556689021；20209218818484806021

沈阳市法库支行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边门街41号第6幢105、106、107、108、109铺024-31108566 骆丹丹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011

沈阳泰山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鸭绿江东街7-4号（5门）（6门）（7门）15040008783 郎莹莹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68

沈阳大北关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大北关街42号 15940093325 张佳宁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40

沈阳市五一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辽河街58号 024-86250953 李柏慧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925002002

沈阳市五一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辽河街58号 024-86250953 徐海南 基金从业资格 201712216844576021；201712216919767021

沈阳市五一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辽河街58号 024-86250953 蒋琳博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693164021；201604212366123021

亚明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中路100号 024-86280135 侯冬莹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85

亚明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中路100号 024-86280135 许灵琳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23

长江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59号 024-86297739 梁霄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018

沈阳分行银合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180号 024-24187108 代微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68

沈阳分行北站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惠工东一街27号 024-88510035 杜雨晴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60

沈阳分行和泰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07号3门 024-22870771 那璐莹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881237021；201512211921403021

沈阳沈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号 024-84842085 崔玉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45

沈阳沈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号 024-84842085 鲍媛媛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39

沈阳长青支行 沈阳市长青南街塞纳家园17-25号6-9门 024-31263205 王雨佳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929097021；201604212407306021

沈阳长青支行 沈阳市长青南街塞纳家园17-25号6-9门 024-31263205 田金卉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928736021；201604212373402021

盛京银行沈阳华信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华山路12号2门 024-23469142 刘羴珊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02160594500021；20170547553730

盛京银行沈阳陵东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铁山路28号12门、13门 024-31513441 孙钰杭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021546664453021；202010214734766705021

盛京银行沈阳陵东支行 沈阳市皇姑区铁山路28号12门、13门 024-31513441 卢虹伊 基金从业资格 201506222261129022；201504211688780021



盛京银行沈阳沈营路支行 沈阳市浑南区沈营大街15-5号21门 024-62346152 王以诺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12113077668675021；202011211187187175021

盛京银行沈阳华山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哈尔滨路76号 024-22791195 毕竞予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661501021；201605232882759023

沈阳分行怒江支行 沈阳市于洪区北固山路36-7号 024-86515855 高峰 基金从业资格 201907219923068021，201907219849752021,2019122110497938021

沈阳分行怒江支行 沈阳市于洪区北固山路36-7号 024-86515855 胡笑雪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51

沈阳分行松陵支行 沈阳市于洪区黄河北大街88号 024-86537301 赵睿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89

沈阳分行松陵支行 沈阳市于洪区黄河北大街88号 024-86537301 曹铭洋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19

沈阳分行松陵支行 沈阳市于洪区黄河北大街88号 024-86537301 罗晓鸥 基金从业资格 2010032111689210

滨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92号 024-24117111 王奥雅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41

滨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92号 024-24117111 朴娜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87

滨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92号 024-24117111 张琦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81

滨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92号 024-24117111 陈堂辉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366130021，201604212693172021

滨河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92号 024-24117111 王丹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83

恒信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51号恒信大厦一楼 024-31290371 赵东媛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31

中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10号 024-23257337 唐微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65

中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10号 024-23257337 牛延红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610616021；20170545255220

大东路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116号 024-24845070 陈亮 基金从业资格 201610213477096021，201604212667126021

大东路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116号 024-24845070 陈晓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393015021，201512211968518021

大东路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116号 024-24845070 王迪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880113021，201512211966916021

金厦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87号金厦广场一楼024-22973779 赵茜文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016

沈阳分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2号 024-83256958 项美欣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54

沈阳分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2甲号 024-83256956 李晟楠 基金从业资格 201812219113853021和201809218463713021

沈阳分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2甲号 024-83256956 黄韵陶 基金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441

保工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南街15号 024-25877959 老世博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228001519

铁西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31号 024-25642939 王佳硕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33

保兴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兴华街29号 024-25112720 王羲芝 基金从业资格 F3410000000173

兴工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北街108号 024-25851590 代悦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228001546

保工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南街15号 024-25877959 吴双 证券从业资格 201504211725357021，201504211859290021

兴华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艳华街14号 024-25964572 葛君 证券从业资格 201504211794959021 ，201504211688955021

铁西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31号 024-25642939 刘小溪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95



腾飞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腾飞一街57号 024-25931567 武云蕾 基金从业资格 201805627422753062，201805627272696062

盛京银行沈阳市滑翔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18号4门5门 024-25920997 姜起雨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00

盛京银行沈阳市滑翔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18号4门5门 024-25920997 刘殷婷 基金从业资格 202092123438931328021；2020112120886611920021

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178号 024-25445702 信岭 基金从业资格 201506222180040022;20150622239890022

盛京银行沈阳市兴顺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中路23号 024-25603723 孟栗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79

东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7号4-5门 024-88164338 褚宇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25

东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7号4-5门 024-88164338 孙洁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84

东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7号4-5门 024-88164338 华楠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881049021;201512211921390021

振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1甲 024-83995103 李文雅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01

振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2甲 024-83995104 张宏博 证券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079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2820318 梁力菠 基金从业资格 201803217132516021/201803217121114021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3257170 陈明月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94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3253250 苏玲玲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42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3253250 姜丰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021561174751021； 2020112122685132503021

新世界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7-19号5门 18742436464 谷丰田 基金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007

新世界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7-19号5门 13940180087 付钰 基金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430

新世界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7-19号5门 15648459001 赵晓丽 基金从业资格证 A20200929000355

铁城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肇工南街25-1号3、4门 024-25717902 王莹 基金从业资格 201906219760628021、201904219390099021

铁城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肇工南街25-1号3、4门 024-25717902 满思文 证券从业资格 2011063205214203、2011033204273101

张士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沈辽路212号 024-25280910 杨雪 基金从业资格 20170548590960；20170547374220

沈阳于洪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0号 024-25301828 杨卉丽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013011274

沈阳于洪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0号 024-25301828 王崔燕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925002039

沈阳于洪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0号 024-25301828 张旭 基金从业资格 20140421712526021/20140421823826021

沈阳于洪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0号 024-25301828 陈虹宇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0708047886

沈阳于洪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0号 024-25301828 刘晨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779365021、201512211968971021

东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7号4-5门 024-88164338 褚宇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25

东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7号4-5门 024-88164338 孙洁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84

东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7号4-5门 024-88164338 华楠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881049021;201512211921390021

振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1甲 024-83995103 李文雅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01



振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2甲 024-83995104 张宏博 证券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079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2820318 梁力菠 基金从业资格 201803217132516021/201803217121114021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3257170 陈明月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94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3253250 苏玲玲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42

中山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206号 024-23253250 姜丰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021561174751021； 2020112122685132503021

新世界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7-19号5门 18742436464 谷丰田 基金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007

新世界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7-19号5门 13940180087 付钰 基金从业资格证 F3060000000430

新世界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7-19号5门 15648459001 赵晓丽 基金从业资格证 A20200929000355

沈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长白三街496号 024-31910800 汪竹溪 基金从业资格 201506112267130011

沈水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长白三街497号 024-31910800 朱明星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65

南市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南三经街7号 024-22710606 王亮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85

红霞支行 和平区北五经街38号 021-81020068 田春阳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08

红霞支行 和平区北五经街38号 021-81020068 高巍巍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03

红霞支行 和平区北五经街38号 021-81020068 郭虹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06

沈阳分行东贸路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8甲42-2 15942054235 周东杨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92500202x

沈阳分行万泉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35号 15140070494 姜珩玥 基金从业资格 20170547289720和2019122110685230021

沈阳分行万泉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35号 13840301510 冯玥滢 基金从业资格 201904119273880011和201904119338276011

盛京银行新民支行 辽宁省新民市中兴东路3号 024-27601559 王新静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30

盛京银行新民支行 辽宁省新民市中兴东路3号 024-27601559 常丽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98

盛京银行科技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18号2门 024-23997390 张卿怡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186

盛京银行科技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18号2门 024-23997390 刘佳欣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043

盛京银行胜利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四街14-16号 024-23523044 金怡群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83

盛京银行南湖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21甲 024-25280910 刘妍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262

盛京银行南湖支行 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39号 024-25909061 石岩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022

盛京银行和平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96号 024-23518649 张雪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10200215  x

盛京银行南湖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21甲 024-23895215 夏丹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228001564

盛京银行南湖支行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21甲 024-23895215 朱思怡 基金从业资格 201805217694243021、201806217874014021、201806217756083021

正浩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68号 18642045853 孙健菲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810004148

东顺城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路2号 15504031576 杨凤雅 基金从业资格 201509211543564021/201509211570608021



东顺城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路2号 15002457511 改天添 基金从业资格 2020112120128605761021/202010213406979785021

辽沈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辽沈二街1号 15998861965 刘爽 基金从业资格 201509211390695021/201509211466596021

辽沈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辽沈二街1号 15840422178 黄立艳 基金从业资格 20170548550810/20170547398440

沈阳和睦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15号 024-24321474 侯莹 基金从业资格 20170548061970，20161236886820

沈阳和睦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15号 024-24321474 陈永杰 基金从业资格 201906219824661021，201904219404795021

沈阳和睦路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15号 024-24321474 王璐 基金从业资格 201604212430748021，201512211919296021

沈阳八家子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东陵西路22号 024-88441405 王思璐 基金从业资格 201709215565290021，201709215730358021

沈阳八家子支行 沈阳市大东区东陵西路22号 024-88441405 张航 基金从业资格 201512211967277021， 201709215727965021

沈阳东陵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5号甲 13604024143 舒莹 基金从业资格 A20190622056208

沈阳自贸区支行 沈阳市浑南区全运路109号创新天地D座一层 15640423110 段璐曦 基金从业资格证 201712216721679021；201712216692536021

沈阳自贸区支行 沈阳市浑南区全运路109号创新天地D座一层 024-83766761 李一平 证券从业资格 201507212700738021；201507212608952021

沈阳嘉华支行 沈阳市浑南区富民南街33-7号8门 024-24200230 王一鸣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78

沈阳丰乐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７２号４门 024－24222193 谢磊 基金从业资格 201712216904475021

沈阳分行苏家屯支行 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60号 15998200200 董超 基金从业资格 201803217075525021/201803217238965021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86108854 邹宜明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102002123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86108864 朱晓茜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433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86108820 孙俪芯 基金从业资格 2019102110421829021,201904219592343021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86108857 王丹丹 基金从业资格 20209211606779641021，202092168585956021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13940410914 陈晨 基金从业资格证 201507212465986021，201504211675711021，201505222087444022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86108856 元香楠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102002132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15040121062 张艺馨 基金从业资格 20170544474560，20170546349240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13998373421 白雪 基金从业资格证 201907219922348021，201906219681183021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23595555 冮璐饶 基金从业资格  F3060000000331

总行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09号 024－23595555 石楠 基金从业资格 201906219678174021，20190421953572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