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居间关系隶属 居间人

1 杭州分公司 赵美娜
2 武汉分公司 周志海
3 山东分公司 刘卫华
4 山东分公司 彭春林
5 成都分公司 蔺永亮
6 大连分公司 巩会珠
7 大连分公司 刘志民
8 河南分公司 舒建毓
9 济南营业部 李光富
10 济南营业部 李合会
11 济南营业部 李远庆
12 济南营业部 刘恒飞
13 济南营业部 万杰
14 济南营业部 邹桂滨
15 宁波分公司 景志元
16 山东分公司 陈为薇
17 山东分公司 刘梅
18 山东分公司 庞建荣
19 山东分公司 王伟
20 上海分公司 韩雪梅
21 上海分公司 李敏君
22 上海分公司 郦志勇
23 上海分公司 潘庆棠
24 上海分公司 王寿强
25 上海分公司 王晓红
26 上海分公司 朱黎亮
27 上海分公司 程艳
28 上海分公司 王成
29 上海分公司 周江丰
30 深圳分公司 陈良静
31 深圳分公司 贺小平
32 深圳分公司 王建元
33 深圳分公司 张欣怡
34 深圳分公司 胡钦坤
35 深圳分公司 温淼云
36 沈阳分公司 王莹
37 沈阳分公司 臧春江
38 武昌营业部 程序
39 武昌营业部 李华
40 武昌营业部 杨海燕
41 武汉分公司 陈军
42 武汉分公司 陈信国
43 武汉分公司 黄建
44 襄樊营业部 焦忠献
45 襄樊营业部 鄢兵
46 襄樊营业部 张先雷
47 云南分公司 郭丽华
48 武汉分公司 周帅
49 武昌营业部 万际洋



50 武汉分公司 张玉祥
51 杭州分公司 徐梦菲
52 山东分公司 张庆华
53 大连分公司 张荣国
54 大连分公司 巩爱民
55 大连分公司 黄敏华
56 济南营业部 崔兰云
57 深圳分公司 刘志刚
58 河南分公司 何留
59 深圳分公司 潘智
60 深圳分公司 胡钦坤
61 杭州分公司 义乌玄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 苏州营业部 苏州沙漠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3 武汉分公司 刘兵如
64 武汉分公司 刘军
65 大连分公司 广州市源元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 杭州分公司 席永开
67 河南分公司 赵燕帅
68 沈阳分公司 林西泰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9 苏州营业部 陈向忠
70 武汉分公司 上海耘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71 杭州分公司 刘长雷
72 武汉分公司 武汉荣甲投资有限公司

73 深圳直属 李志雄

74 深圳直属 钱雪武
75 深圳直属 章先涛

76 深圳直属 李春

77 深圳直属 陈星兆
78 深圳直属 冯颖
79 河南分公司 赵燕帅
80 大连分公司 广州市源元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1 广州分公司 广州红石资产产管理有限公司
82 武汉分公司 上海耘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83 苏州营业部 陈向忠
84 沈阳分公司 林西泰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5 杭州分公司 席永开
86 武汉分公司 武汉荣甲投资有限公司
87 杭州分公司 刘长雷
88 杭州分公司 张长思
89 杭州分公司 李萍
90 上海分公司 曾小芳
91 苏州营业部 杭州宽投科技有限公司
92 苏州营业部 苏州睿申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3 武汉分公司 何电文
94 新疆分公司 新疆天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5 沈阳分公司 高国安
96 广州分公司 宋毅玲
97 河南分公司 马楠
98 武汉分公司 湖北智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9 上海分公司 谢志



100 杭州分公司 叶剑军
101 河南分公司 李自振
102 武汉分公司 袁慧军
103 上海分公司 江阴市謦丰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04 广州分公司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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