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基金销售人员更新 

机构名称 锦州银行 更新时间 2022 年 11月 

联系人 吴舒钰 联系电话 0416-4516095 

基金销售网点 地址 客服电话 
基金销售人

员 
资格类型 资格证书编号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

云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中央大街二

段 27—2号 
0416-3128550 杜莹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000066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江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洛阳路三段

21-10号 
0416-3135917 刘志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0700328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民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六段

4-21号 
0416-2831691 薛佳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700186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幸

福路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七段

17号 
0416-2929888 张欣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100408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西批发市场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三段

26-11号 
0416-3801119 刘庆祥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80600041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矿

山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33甲-4号 
0416-3125511 冯玉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0600164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丰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三段

12-123号 
0416-2137196 毕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7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二段

47-137号 
0416-2325127 金健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7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

通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成都街典逸

心洲 12-26、27、28、29号 
0416-5199361 杨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11100090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曼

哈顿支行 

锦州市松山新区市府东路 32-3、

4号 
0416-3052777 刘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63000038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镇支行 

辽宁省北镇市北镇街道办事处万

紫山社区什字街 
0416-6623501 刘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800976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镇广场支行 

辽宁省北镇市广宁镇东大街工商

局办公楼下 
0416-6600317 孟睿茗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3000604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沟

帮子支行 

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沟锦中大

路 
0416-6651399 阎志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22500026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镇新区支行 

辽宁省北镇市北镇街道办事处城

西社区广宁新区综合楼附属 5号

楼 

0416-6320700 赵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22500033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

州分行 
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 69号 0416-3886990 韩笑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21500197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

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三段

19-99号、100号 
0416-3163300 唐艳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1300274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

技路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凌南西里锦

绣天第 C区 14-31号 
0416-3866369 刘派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1400205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

路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延安路四段

14-82号 
0416-2127415 何明月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4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

东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五段

26-68号 
0416-2847667 林毕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2400679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杭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

科技嘉园 1-15号 
0416-2847158 赵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40200295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

中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洛阳路五段

1-64号 
0416-3120524 赵婷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6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榴

花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 

现代家园 1-17号、1-18号、1-19

号、1-20号 

0416-2810704 翟天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1100168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良

安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 50—

72、73号 
0416-2338346 宋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1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二段

17-1号 
0416-3163509 周建鸿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0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士

英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里 51-1

号 
0416-2331925 张博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20700134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

星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重庆路一段

75-55号 
0416-4568430 汝宏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5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

委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7号 
0416-3121386 李西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1600145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

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街四段

33号 
0416-4165339 沈芥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4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化广场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敬业北里

103号 
0416-4154558 乔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7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化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锦朝路 5号 0416-4561161 王煜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2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湖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五段

16号 3-55号 
0416-4170988 柴慧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0900327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

府路科技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市府东路

2-5号 
04163705712 金雅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30400062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

塔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三段

34号 
0416-2131271 盛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2200305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千

盛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四段

2号 
0416-5184777 王明月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10600633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辰

龙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二段

18-1号 
0416-2335479 吕一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2200307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和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四段

1—1号 
0416-3120316 陈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1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路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三段

13-1号 
0416-2346474 蒋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5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燕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和平路三段

22号 
0416-2134277 李林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600239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彩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南山经贸试验区南

广路 2-15号 
0416-3788558 张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21500199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学生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七段

1—37号 
0416-2837616 汤薇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2100003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工大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汉口街辽工

东苑 7-51-52-53-54号 
0416-2302288 于英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91400096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汽

配城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锦娘路

1-713号 
0416-3858001 朱晓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1701102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

建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中央大街三

段 52号 
0416-2133136 袁艳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1300559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通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三段

22--9号 
0416-4176143 李泽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10600462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

放路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六段

15号 
0416-2818663 李玲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6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

纪花园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菊花里 4-50

号 
0416-2880790 赵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0500031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湖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厚生街东湖

丽景 6-207号、6-208号、6-209

号、6-210号 

0416-2830300 赖芯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81700261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

河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五段

1号 
0416-3120331 李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000474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希

望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南京路二段

16号 
0416-2332119 白锦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62200091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央南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中央南街锦

绣天第 C区 31-109、31-110号 
0416-3881495 孙婧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1000223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凌支行 
锦州市太和区东太平里 280号 0416-5180594 于佳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1600147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桥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解放西路

216号 
0416-5176936 杨佳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2300406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

祥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和乐里

2-56-57号 
0416-3082732 孙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5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化新区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凌西大街石

化新区 C区 14号楼 109号 
0416-5188600 刘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3000600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

内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二段

83号 
0416-2369023 薛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7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饶

阳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南一里

23-49、50、51号 
0416-2357028 蒋艳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5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兴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六段

24—33、87号 
0416-2837277 高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1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五段

10号 
0416-3835503 赵永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5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路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南宁路三段

48号 
0416-3138334 赵红英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4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三角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南宁路四段

15号 
0416-3143140 谢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3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

康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南山里 70

号 
0416-3495190 陈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1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央大街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中央大街二

段 136号-263门市 
0416-4387777 佟赛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1300550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巾

帼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锦义街 23—

1号 
0416-3817338 康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100187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丰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华兴里 67—

132号 
0416-4180800 刘斯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6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桥子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中央北街金

城丽都 4-153、154、155号 
0416-3802219 刘杉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2200229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桥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

港路 
0416-3582006 刘宝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4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

沙湾支行 

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渤

海大街金城帝景 6-135、136号 
0416-3553677 刘双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5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县支行 
辽宁省义县义州镇振兴路 19号 0416－7731158 崔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8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县中乐支行 

辽宁省义县义州镇振兴街中乐国

际名都住宅小区 A1#4单元 A9号

门市 

0416－7075499 蔡秀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3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辽宁省义县义州镇振兴路 64-37 0416－7731711 张啸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县建东支行 号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县新华支行 
辽宁省义县义州镇南关街 79号 0416－7753336 张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4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县站前支行 
辽宁省义县义州镇南关街 397号 0416－7731759 周欣跃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1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

山支行 

辽宁省黑山县黑山镇东内环路中

段 29号 
0416-5597020 刘沫圻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1501083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

山建设支行 

辽宁省黑山县黑山镇中大中路 59

号 
0416-5523547 姜泉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201297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

海汇成支行 
辽宁省凌海市国庆路 43号 0416-8123965 于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61700075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

信支行 

辽宁省凌海市青年大街 73号巴

黎世家公馆 1号楼 1-33、1-34号 
0416-8123771 蒲晶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1200007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御

澜山支行 

辽宁省凌海市青年大街 73号巴

黎世家公馆 1号楼 1-33、1-34号 
0416-3405777 王姝蕴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60900292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5号

1层 105、2层 203、3层 303、4

层 403 

 010-85072237 

  
赵云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8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 1号楼 1层

19、20号底商 
010-82868392 仲程程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7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贸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号

院 23号楼 1至 2层 0102 
010-58692708 关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7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18号院 1号

楼 1层 1-1、2层 2-1 
010-54100255 王春秀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1100017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华威桥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松榆南路 54号楼

一层部分底商 
010-87320018 张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60200219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阜成门支行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 26

号、甲 28号（西楼）甲 28 
010-68039098 孙颖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0200362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京广桥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号

嘉铭中心一层 A座 02单元 
010-57550054 闫秀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7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36号 022-58081777 张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0400285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支行 

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 2号 27，

2号 28 
022-59835328 楚慧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3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空港支行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158

号 6-203、104 
022-58218583 王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20900090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北城街 257、263、

275号 
022-58915677 李雪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2500394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津南支行 

天津市咸水沽镇津沽大街与紫江

路交口惠丰花园二期底商 
022-58527707 闫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20900094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河西支行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92号 022-58881300 邢纪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3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广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99号 022-58375711 吴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2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解放南路支行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8号 022-59959587 张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4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鞍山西道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25号 022-27898081 关永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2900460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营业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8

号 
024-31976060 崔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72200032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铁西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北街 30

号 103、8、9、10门 
024-25154030 李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900430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五爱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风雨坛街 50

号 
024-31099533 傅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200930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南塔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天坛一街 7

号 
024-31099116 贾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21800153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八王寺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八王寺街 27

号 
024-88556080 张雯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0400172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大西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47

号 
024-31679015 沈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1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和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 181

号（2-1门） 
024-31690457 刘芳兵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92900121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北塔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21-8号（1门） 
024-31511851 穆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91600287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光荣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 19

号 
024-31908616 王淼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801008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沈北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昌路 22

号 
024-31238060 

 

刘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1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皇姑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58号 
024-31918610 刘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52800184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浑南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金卡路 18

号（31-38门） 
024-31090850 吴优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3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站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路 12

号 
024-31857985 闫丽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0700243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长白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

195号甲 
024-31013706 杨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1200209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怒江北街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

195号甲 
024-31015189 李欣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1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分行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3

号 
0411-84547777 臧博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6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黄河路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653、655号 
0411-84545983 张琳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7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马栏广场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南街

52号 
0411-39973812 王译晗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40200132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开发区支行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

路 126号宏城金棕榈 3-4号 
0411-39263807 毛雪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4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普湾支行 

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市丰荣办事处

丰荣街 167号 
0411-83196178 王宏亮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01500368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南山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七街 35

号 
0411-65919618 张琳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3000295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星海广场支行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

B2区 5-1,5-2号 
0411-62623077 杜华一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0800057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381号 
0451-87636911 陈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9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开发区支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410号 
0451-51908711 江海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63001481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南岗支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

大街 278号 
0451-51983555 谭紫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92700106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道里支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

211号 
0451-88987000 麦敬晨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30400040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群力支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工农大

街 517号 
0451-87147755 吕爽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9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泰山路支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泰山路

213号 
0451-58560918 倪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81700166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哈西支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大

街 299 号西城红场生活港一层

F1B014-1号 

0451-87140666 李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29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分行 
丹东市元宝区锦山大街 111号 0415-3990901 矫明星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800490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振兴支行 
丹东市振兴区六纬路 45号 0415-3818613 贾云龙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3000190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元宝支行 

丹东元宝区江城大街 201-11、12、

13、14号 
0415-3992696 黄铄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052400281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东港支行 
东港市黄海大街 150-10号 0415-3312087 于家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2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

城支行 

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城区石桥路 37

号 
0415-8134473 王颖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2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

城建信支行 

凤城市凤凰城区邓铁梅路 21-6

号 
0415-8122704 卢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800578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

城石桥支行 

凤城市凤凰城区凤凰大街 25-2

号 
0415-8128152 杨弘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12400042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

城东城支行 

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城区石桥路

54-28号 
0415-8127996 孙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0700567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

城振兴支行 
凤城市邓铁梅路 47-30-2-3-4号 0415-8123291 王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800193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宽

甸支行 

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中心路

241号 
0415-5186984 李莉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02900381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宽

甸金星支行 

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天华山路

96号 
0415-5122380 吕洪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92700078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宽 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阮国长东 0415-5124629 张磊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215001997 



甸建兴支行 大街 3号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宽

甸富兴支行 

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天桥沟路

99-1号 
0415-5126735 孙利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2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万达广场支行 

丹东市振兴区大众路 16-1号、大

众路 16-2号、锦山大街 281-5号、

锦山大街 281-6号、锦山大街

281-7号、锦山大街 281-8号、

锦山大街 281-9号、锦山大街

281-10号 

0415-3825977 孙秉荃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0800176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港桥东支行 

东港市新兴区黄海大街 254-3-21

号 
0415-3312098 王奎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600486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宽甸宽泰支行 

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花脖山路

1-6号 
0415-5836426 张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12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华美新天地支行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锦山大街

342-11-1-1号 
0415-3818807 王楠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82700652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分行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华大街 13

号 
024-53837815 张潇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053005464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银河湾支行 

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路 14号楼 1

号门市 
024-53837835 张芷晗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21100274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南杂木支行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镇

新城路 148号 
024-55260367 孙晓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80500109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原支行 

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浑河路 2

号 
024-53038506 苏虹颖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81100256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原红河支行 

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长岭街 19

号 
024-53058517 梁俏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0901304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长岭街 27  024-53058520 杜明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6004603 



原中街支行 号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原清河支行 

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清河路 54

号 
13030703223 刘佳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11100396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宾支行 

辽宁省新宾县新宾镇肇兴路 56

号 
024-55023877 王天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21100276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宾融达支行 

辽宁省新宾县新宾镇兴京街 25

号 
024-5022379 王皓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2400293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宾建洲支行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肇

兴路建洲街 16号 
024-55023752 郭旭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600336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望花支行 
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 20号 024-53825053 姜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31900020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新抚支行 

抚顺市新抚区站前街民主路 6号

门市 
024-53845970 苑慈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41000201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汇银支行 

抚顺市顺城区规划街 1-59号

14-16门市 
024-53775710 杨慧峰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2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经济开发区支行 

辽宁省抚顺市经济开发区顺平路

国际鑫城 B区 9-1号 M-6、M-7号

门市 

024-56592026 佟林飞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11900645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雷锋路支行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和平路（东

段）52号楼 17号门市 
024-56493929 王双来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319000215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市府支行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路

19-10号楼 2号商场 
024-53901691 李斯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0501261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东洲支行 

抚顺市东洲区东洲大街 13号 6号

楼 5单元 
024-53787261 王光强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41900404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分行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15-S1、S2、S3、S4、S5号 
0412-2215777 索欢欢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060503892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铁东支行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中华南路

145-S5、S6号 
0412-6378777 关云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061300099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高新支行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 40

栋 1-2层 S2号 
0412-8415777 魏雪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800164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铁西支行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民生西路

180 栋 S5、S6、S23、S24号 
0412-2361777 高仪兵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1900234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分行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二段

5号 
0421-2793777 刘建成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0801200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北票支行 

北票南山管理区宏发社区 A08#幢

01013-01016 
0421-5529777 路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211007984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建平支行 

辽宁省建平县叶柏寿街道办事处

永和社区（荣和家园）05幢 
0421-7868777 白冬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0800283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长江路支行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长江路三段

1号 
0421-2637705 李诗莹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1300082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龙城支行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龙翔大街

140号 
0421-2634777 唐金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0801034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凌源支行 
辽宁省凌源市市府路西段 6-4号 0421-6769010 时梦浛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102600116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

阳珠江支行 
辽宁省双塔区珠江路二段 88号 0421-3396602 王超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0600728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新分行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 75

号 
0418-2362999 吴曦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30100190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新高新区支行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 14-7

号 5门 
0418-6238699 于丹凤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1100141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新阜蒙县支行 

辽宁省阜新市阜新镇富民社区人

民街 38号楼 22号-26号 
0418-5117777 周端端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426006443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阳分行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新华路

366-1号 
0419-2967777 李华琴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1017002209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阳望京支行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

158-4号 
0419-2358777 崔胜男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0061600074x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阳新运支行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44

号 
0419-2135777 张瑶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120500022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

芦岛分行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新华大街

兰花广场 1号楼 C 
0429-5555008 陈琳琳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1900322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

芦岛兴城支行 

辽宁省兴城市温泉街道兴海北街

92-1号泳装城 1幢 B 
0429-5555010 周欣勃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F2850000000017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分行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8号 024-47119011 谭明浩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92100045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明山支行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地工路

15-9A栋 1至 3层 5门 
024-47195111 尉刚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20105000081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口分行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东

12-甲 1号 
0417-3667727 田雨宁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21071300327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口鲅鱼圈支行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大街

25-红海新区 C区-32#门市 
0417-3667727 许智远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A20191121001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