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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达药业投资者交流活动参加人员名单（2018-08-24）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海通证券 余文心 

2 海通证券 范国钦 

3 长江证券 刘浩 

4 万联证券 郑伟光 

5 三石投资 严鹏 

6 上海京升投资 曹春犁 

7 上海崇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方意函 

8 上海彤骁投资 于晓婷 

9 上海涌乐投资 卢亚奇 

10 上海途灵资产 李波 

11 上银基金 王岩 

12 东信资本 陈晨 

13 东方证券 冯杰 

14 东方证券 叶书怀 

15 东方证券 周俊 

16 东方证券 李威 

17 东方证券 李峰 

18 东方证券 梁爽 

19 东方证券 王优宏 

20 东方证券 王优红 

21 东方马拉松投资 王攀峰 

22 中信建投证券 高军 

23 中信证券 吴晓文 

24 中信证券 罗拉 

25 中再资产 刘昕 

26 中再资产 程振江 

27 中再资产 胡玉溪 

28 中天国富证券 杨惠州 

29 中泰证券 江琦 

30 中英人寿保险 朱睿 

31 中融信托 钱玉 

32 中融国际信托 曹翔 

33 中融基金 杜伟 

34 中邮基金 袁汇丰 

35 中邮证券 李照 

36 中银国际证券 吴卢飞 

37 丹利基金 廖东韩 

38 九泰基金 王墨洋 

39 五矿证券 申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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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40 交银施罗德基金 张印 

41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晓东 

42 光大控股 徐德仁 

43 兴业基金 闫晓娟 

44 农银汇理 程卫国 

45 创金合信基金 钱劲松 

46 利君制药 黄从海 

47 前海联合基金 陈晓婉 

48 北京久富投资 陈帅 

49 北京亚宝投资 赵子葳 

50 北京泓澄投资 王萌萌 

51 北京泓澄投资 邓晓倩 

52 北京重德宏信投资 周冰 

53 北京鸿澄投资 薛杨 

54 北京鸿道投资 应振洲 

5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邓文强 

56 医药魔方 刘艳杰 

57 华商基金 张晓 

58 华安证券 杨宗星 

59 华强资产管理 张静伟 

60 华能信托 孙宇 

61 华能信托 孙宇 

62 华西证券 江婧 

63 南京证券 江薇 

64 南华基金 薛顺利 

65 南土资产 许志涵 

66 博道投资 毕畅 

67 双安资产 林凯 

68 同创伟业创业投资 张武 

69 君茂资本 李新华 

70 启石资产 陈成 

71 嘉实基金 齐海涛 

72 国信证券 冯雪敏 

73 国信证券 黄鹏 

74 国寿安保基金 张涛 

75 国寿安保基金 蔡成敏 

76 国投瑞银基金 伍智勇 

77 国投瑞银基金 张佳荣 

78 国投瑞银基金 谢允昌 

79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有限公司 陈益凌 

80 国联证券自营 樊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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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81 大和资本 陆建杰 

82 天弘基金 刘盟盟 

83 天弘基金 郭相博 

84 天风证券 刘汉云 

85 天风证券 张晔 

86 太平养老保险 姚宏福 

87 太平洋保险 吕川 

88 安中投资 李伦 

89 安邦资产 钱怡 

90 宏德基金 陶欣慰 

91 宝盈基金_ 刘丽杰 

92 宝盛资本 刘林 

9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姜恩铸 

94 尚诚资产管理 黄向全 

95 展博投资 解骄阳 

96 山石投资 陈茜茜 

97 工银瑞信基金 丁洋 

98 平安信托 焦巍 

99 平安大华基华 乔海英 

100 广发证券 毛丁丁 

101 广州新百信基金 郑安全 

102 建立投资 框泓 

103 征金资本 曹爽爽 

104 德邦证券 刁举鹏 

105 恒博投资 吴波 

106 恒建远志投资 张伶伶 

107 恒生前海基金 李一同 

108 恒生前海基金 石琳 

109 成邦药业 谢相红 

110 新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顾京 

111 昆仑健康保险资管 常志 

112 易方达基金 刘岚 

113 易方达基金 刘楠 

114 晟盟资产 季亮 

115 望正资本 蒋乐 

116 朱雀投资 张皓 

117 杭州象石私募 孙飞 

118 民生信托 景莹 

119 永丰投资 梁欢 

120 汇侨资本 金亮竹 

121 江山投资 何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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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22 江腾投资 邢连云 

123 泓嘉基金 陈勇盛 

124 泓德基金 王克玉 

125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操昭煦 

126 泰康资产 王晓峰 

127 泰玥众合基金 房涛 

128 泰达宏利基金 王鹏 

129 泽致投资 张其立 

130 海通国际 刘佳明 

131 海通证券 张翼航 

132 海通证券 杜康 

133 海通证券 胡幸 

134 海通证券 胡幸 

135 海通证券 胡幸 

136 海通证券 郭松喜 

137 淡水泉投资 刘晓雨 

138 深圳前海瑞文 蔡进 

139 深圳市易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詹恒祎 

140 深圳市智诚海威投资有限公司 陈丹丹 

141 深圳市鼎泰资本 平智慧 

142 深圳景泰利丰投资 周军辉 

143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 葛峥 

144 深圳裕晋投资 吴柠彬 

145 清华同方证券 邱海燕 

146 清华同方证券 闫亭飞 

147 清水源投资 曲清华 

148 渤海人寿 赵东宇 

149 源乘投资 高飚 

150 玮达资本 康凯 

151 珠海坚果投资 戴伟伟 

152 珩生资产管理 何弦 

153 瑞健资本 杨裴艳 

154 瑞虎投资 张浩 

155 瑞赢资产管理 陈筑鸿 

156 申万资管 王子新 

157 百创资本 郭晓宇 

158 睿城资本 吴雅春 

159 碧云资本 孙亮 

160 神农投资 王宇美 

161 祥益资产 郭恒 

162 紫金信托 魏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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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63 红土创新基金 邱成岳 

164 红塔证券 王立钊 

165 绍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卫根 

166 网信证券 候兴森 

167 翼虎投资 黄琦 

168 致君资产 于杰 

169 英大资产 高兰君 

170 西南资管 杨怡然 

171 西南资管 蔡国栋 

172 西部利德基金 冯皓琦 

173 西部证券 陈坤 

174 财富证券 韩俊莹 

175 财通基金 张林飞 

176 财通证券 王哲 

177 远策投资 孙宝鑫 

178 通晟资产 张烨 

179 金鹰基金 隋毅 

180 银华基金 王璐 

181 银华基金 韩云生 

18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魏卓 

183 银河基金 杨齐 

184 银石投资 邱海云 

185 长城基金 龙宇飞 

186 长城资产 田浩 

187 长盛基金 张伟光 

188 长见投资 陆灵 

189 阳光保险 王晓君 

190 陆家嘴信托 李勇 

191 陆家嘴信托 李勇 

192 雪丰资管 黄娴 

193 雪石资产 戴宇书 

194 青榕资产 唐明 

195 高毅资产 周洪伟 

196 高特佳投资 张雪 

197 高盛投资银行 龚淑媛 

198 鹏华基金 李浩然 

199 鹏华基金 王海青 

200 鹏华基金 聂毅翔 

201 鹏华基金 葛瑾洁 

202 鹏扬基金 闫定安 

203 鼎峰资产 严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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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204 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何欢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