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调研机构名称 

1 
郭彬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孙海洋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薛丹彬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孙未未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冯重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唐凯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虞晓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秦庆 上海甬兴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 
王浩 深圳问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 
戴佳娴 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于淼 杭州荣泽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肖铎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 
付欣宇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郑逸坤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王冯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陈梦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 
郑逸坤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解睿 深圳前海汇杰达理资本有限公司 

19 
朱洁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余罡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丁诗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 
李有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吕沛航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 
郑冲 施罗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5 
赵晚嘉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6 
郑冲 施罗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7 
王燕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8 
王晗畅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 
岳永明 北京鼎萨投资有限公司 

30 
樊俊豪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 
李芳如 深圳市金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 
李阳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 
刘志军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葛小鹏 创升控股有限公司 

35 
胡筱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 
聂琨 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 
朱玉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 
高瑜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 
金戈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 
项周瑜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 
赵兰亭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 
岳小琳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 
徐平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4 
王立平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45 
宋易潞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 
高坤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 
王雨丝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 
曾令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 
尤加颖 深圳市领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0 
干迎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1 
温阳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 
孔庆志 厦门祐益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 
杨莹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54 
李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 
张旭欣 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56 
张心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 
田晨曦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8 
郑倩怡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9 
李斯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 
王树娟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 
张学瑞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2 
张王品 北京鼎萨投资有限公司 

63 
Vivee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 
金文曦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5 
黄诗杰 恒理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66 
王超 浙江永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 
万定山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8 
刘潇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69 
刘潇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70 
秦瑞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 
徐林锋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2 
邹文婕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3 
王晓明 淳厚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4 
孙萌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 
蔡毓伟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6 
徐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7 
徐熠雯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 
米雁翔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 
李丹 国寿安保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0 
黄鋆 前海瑞园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1 
邓云程 博时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2 
杨维维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 
魏梅娟 深圳前海承势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 
潘俊 广东奶酪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5 
欧阳荣 上海信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6 
赵汐雯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7 
孙德基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 
李君 兴证全球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9 
吕科佳 安信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0 
张雪蓉 交银施罗德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1 
匡荣彪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2 
陈曦 范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3 
陆亚宁 明达资产股份有限公司 

94 
卢超 理成资产股份有限公司 

95 
郑敏 浙江永禧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6 
易沛琪 北京鼎萨投资有限公司 

97 
刘文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 
朱炎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 
曹倩雯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左琴琴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1 
邱馨慧 裕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2 
王凯丽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103 
蔡欣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 
石林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 
吕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 
陈曦 递归资产股份有限公司 

107 
张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 
焦娇 上海正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09 
刘丽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0 
王蒙 上海原泽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1 
施红梅 东方证券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12 
蒋娜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 
朱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 
孟晓林 长城财富股份有限公司 

115 
王梅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 
张庭坚 盈峰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117 
何伟 金元顺安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18 
余罡 国寿安保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19 
Jessie Guo Dongxing AM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120 
邱晓沣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 
肖旭芳 长江证券研究所 

122 
程跃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23 
谢东 国海证券资管股份有限公司 

124 
魏歆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125 
王雨晴 高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6 
皮熙龙 佛山东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7 
胡梦 深圳市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 
伍卫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9 
何云峰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0 
于旭辉 长江证券研究所 

131 
张一蠡 个人投资者 



132 
谭飞 博远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33 
魏杏梓 长江证券研究所 

134 
张恒海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 
周鑫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6 
张紫凤 中天国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7 
李芳如 深圳市金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8 
于淼 杭州荣泽石股份有限公司 

139 
洪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0 
李鑫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1 
左琴琴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2 
沈菁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43 
孟晓婧 前海联合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44 
项周瑜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5 
石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6 
戎姜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7 
彭路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8 
孟慧 深圳金华阳股份有限公司 

149 
李岩岩 珠海市怀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 
梁嘉硕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1 
李阳 施罗德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52 
杨林夕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3 
肖瑞瑾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4 
李文杰 施罗德股份有限公司 

155 
崔新宇 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 

156 
汲肖飞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7 
周博文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158 
孙金琦 渤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159 
孙思维 丰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60 
戴晔 高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1 
周少博 泰达宏利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2 
李博 大成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3 
吴默村 国投瑞银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4 
林浩然 鹏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5 
黄奕松 鹏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6 
梁福睿 长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7 
孙恒业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8 
张恒海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9 
陈卫国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0 
张坚 长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1 
赵波 长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2 
许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3 
王浩冰 创金合信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4 
余欢 长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5 
马绮雯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6 
葛晨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7 
张华恩 鹏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8 
杨建华 长城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9 
周光远 易方达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80 
高媛媛 国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81 
李黎亚 万家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82 
邓云程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3 
沈菁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4 
郭琳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5 
徐达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 
黄馨宜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7 
夏帅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