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调研机构名称 

1 贝吉塔 蚌埠昊琪富国资本 

2 秦臻 中信建投 

3 Max Lau Scripts Asia Ltd 

4 金雨萱 Scripts Asia Ltd 

5 雷慧华 安信证券 

6 吕科佳 安信证券 

7 毕晓静 财通证券 

8 蔡凌寒 财信证券 

9 黄安平 深圳市晟泰投资 

10 胡筱 大家保险集团 

11 陆维皓 上海大麓资产 

12 石林 德邦证券 

13 项周瑜 德邦证券 

14 唐凯 东北证券 

15 王树娟 东方证券 

16 赵越峰 东方证券 

17 施红梅 东方证券 

18 杨默曦 东吴证券 

19 魏宇萌 东兴证券 

20 王紫 东兴证券 

21 高坤 东兴证券 

22 刘雪晴 东兴证券 

23 郑倩怡 东亚前海证券 

24 曹倩雯 方正证券 

25 程宇星 北京芳晟投资 

26 袁强 富利达资产管理(珠海) 

27 王雨晴 高致(上海)投资 

28 田依灵 歌斐资产 

29 朱洁宇 光大证券 

30 孙未未 光大证券 

31 赵中平 广发证券 

32 左琴琴 广发证券 

33 尹洵 国海证券 

34 尹新悦 国金证券 

35 王恩泽 国金证券 

36 侯子夜 国盛证券 

37 鞠兴海 国盛证券 

38 杨莹 国盛证券 

39 张心怡 国泰君安 

40 陈瑶蓉 国信证券 

41 丁诗洁 国信证券 



42 徐熠雯 国元证券 

43 高瑜 海通证券 

44 刘含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 

45 文昊 昊飞兄弟（香港） 

46 程卉超 合煦智远基金 

47 毕先磊 红塔证券 

48 王远鸿 泓德基金 

49 虞晓文 华安证券 

50 顾袁超 华创证券 

51 孙萌 华金证券 

52 王冯 华金证券 

53 甄荣军 北京华联 

54 刘思奇 华泰证券 

55 周鑫 华泰证券 

56 宋姝旺 华西证券 

57 吴悠 嘉实基金 

58 孙雪琬 景顺长城基金 

59 杨宇东 开源证券 

60 吕明 开源证券 

61 卢超 上海理成资产 

62 董阳 上海茂典资产 

63 夏弈聪 摩根士丹利国际 

64 徐平 摩根士丹利亚洲 

65 路博麟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圆合资本 

66 陈家华 宁波圆合金融 

67 王月 诺安基金 

68 付丹婷 平安证券 

69 温灵军 上海璞智投资 

70 夏振宇 浦银安盛基金 

71 魏梅娟 深圳前海承势 

72 于利强 青骊投资 

73 罗晓梅 青骊投资 

74 米禹煊 瑞银证券 

75 陈欣 瑞银证券 

76 岳路路 上海山楂树甄琢 

77 王立平 申万宏源 

78 王晓璇 上海申银万国 

79 李思洁 深圳联泰 

80 郭琦 首创证券 

81 陈梦 首创证券 

82 郭彬 太平洋证券 

83 陈泉 天虫资本 

84 柴必成 天风证券 



85 董懿夫 天风证券 

86 蓝仝 天风证券 

87 孙海洋 天风证券 

88 朱玉 通用技术 

89 刘定军 无锡高新创投 

90 吴岑 西部证券 

91 梁嘉硕 西部证券 

92 赵兰亭 西南证券 

93 张锴 西南证券 

94 蔡欣 西南证券 

95 刘胤 西南证券 

96 汲肖飞 信达证券 

97 欧阳荣 上海信璞 

98 侯宜芳 兴业证券 

99 赵树理 兴业证券 

100 黄朝豪 上海易正朗投资 

101 李嘉豪 中国银河 

102 何建良 浙江御河 

103 邹文婕 长城证券 

104 赵浩然 长城证券 

105 马榕 长江证券 

106 于旭辉 长江证券 

107 米雁翔 长江证券 

108 李宏鹏 招商证券 

109 邹国强 浙商证券 

110 李昂 中国银河证券 

111 甄唯萱 中国银河证券 

112 谢华 中海基金 

113 王杰睿 中国国际金融 

114 吕沛航 中国国际金融 

115 樊俊豪 中国国际金融 

116 林千叶 中国国际金融 

117 张雪蓉 中国国际金融 

118 曾令仪 中泰证券 

119 王雨丝 中泰证券 

120 魏中泰 中信建投 

121 叶乐 中信建投 

122 周博文 中信建投 

123 郑逸坤 中信证券 

124 李鑫 中信证券 

125 冯重光 中信证券 

126 郭韵 中信证券 

127 杨雨钦 中银国际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