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贝达药业投资者交流活动参加人员名单（2020-08-06）

序号 单位 姓名

1 AIHC Sam

2 Fidelity Jane Wu

3 NCC 刘舒畅

4 NSR Ingrid

5 巴沃资产 戚丽雅

6 百年保险资管 李振亚

7 博道基金 毕畅

8 博道基金 张斌

9 财富证券自营 顾少华

10 财富中心 林天

11 财通资管 朱晨

12 财通自营 王哲

13 财通自营 叶铮

14 晟盟资产 段越

15 乘安资产 王镜程

16 创金合信 李晗

17 创金合信 皮劲松

18 淳厚基金 杨煜诚

19 大家资管 吴斌

20 淡水泉 吕俏

21 道仁资产 李晓光

22 东方衍生品 金彦

23 东方自营 刘迎

24 东莞证券资管 刘湘

25 东吴基金 刘元海

26 方正自营 卫雯清

27 枫池 邢哲

28 富国基金 郭舒洁

29 个人 史纯

30 个人 肖志伟

31 个人 熊超逸

32 个人 杨杰琪

33 个人 张致远

34 观富资产 谢博涛

35 光大保德信基金 詹佳

36 光大资管 刘勇

37 光大资管 朱成凯



38 广发基金 陈少平

39 广发资管 毛丁丁

40 广发资管 王先伟

41 广州金控 黄勇

42 广州金控 阮帅

43 国君自营 朱娉洁

44 国联安 高兰君

45 国泰基金 高亮

46 国投瑞银 孙文龙

47 国投瑞银 吴默村

48 国投瑞银 吴潇

49 国信证券 陈益凌

50 国信资管 杨辉

51 国信自营 章耀

52 海富通基金 刘洋

53 海通证券 范国钦

54 海通资管 卢煜

55 海通自营 杨帅

56 瀚亚投资 徐翔

57 合众易晟 杨寅啸

58 恒生前海 周磊

59 弘毅远方 王亚昕

60 红土创新 解骄阳

61 泓徳基金 操昭煦

62 华安基金 罗志强

63 华安基金 苏绪盛

64 华融 牟欣

65 华润元大 廖星昊

66 华泰柏瑞 谢峰

67 华泰柏瑞 姚晨飞

68 华泰资产 刘朔

69 华泰资产 吴旭雷

70 华泰资管 秦瑞

71 华泰资管 谢龙

72 华西自营 江婧

73 华夏基金 常黎曼

74 华夏久盈 胡攸乔

75 汇添富 马磊

76 嘉实基金 牛歌

77 嘉实基金 谢泽林



78 江海自营 李希

79 交银施罗德 暴晓丽

80 金辇投资 曹建飞

81 金鹰基金 欧阳娟

82 景熙资产 张宁

83 九泰基金 马成骥

84 竣弘投资 李晋艺

85 理成 张伟

86 理成 周锐

87 民森投资 丁凡伦

88 民生加银 肖志伟

89 铭深资产 施驰

90 摩根士丹利华鑫 赵伟捷

91 农银汇理 凌晨

92 农银人寿 冯安铭

93 农银人寿 付方宝

94 诺安基金 丁云波

95 诺安基金 黄友文

96 盘京投资 曹姗姗

97 鹏华基金 葛瑾洁

98 鹏华基金 胡颖

99 平安基金 乔海英

100 平安基金 许汪洋

101 平安养老保险 陶歆蔚

102 平安资产 吕泽楠

103 趣时资产 罗会礼

104 融通基金 容杰

105 融通基金 孙卫党

106 睿远基金 张康

107 森锦投资 季亮

108 杉华投资 李开生

109 上海农商资管 杨淋滟

110 尚诚资产 黄向前

111 神农投资 张薇

112 石锋资产 郭锋

113 拾贝投资 张剑

114 世诚 夏骏

115 太平资产 曹燕萍

116 太平资产 严祺星

117 太平资产 詹瑶



118 泰康资产 陈璟

119 泰康资产 郑仁乔

120 望正资产 张金贵

121 物产中大 郑秀峰

122 仙湖 潘江

123 先锋基金 叶草雨

124 信泰人寿 丁妍

125 星石投资 张照京

126 兴业基金 钱晓娟

127 兴业基金 应晋帅

128 兴业基金 张诗悦

129 兴银基金 彭逼眉

130 兴证资管 陈辛

131 循远资产 徐斌

132 阳光保险 谭翔宇

133 易方达基金 杨念晨

134 毅木资产 任清连

135 毅木资产 张阳

136 银河基金 石磊

137 银华基金 方建

138 银华基金 郭思捷

139 银华基金 倪明

140 银华基金 孙勇

141 银华基金 周书

142 永安国富 杨熙

143 永安国富 张文平

144 裕晋投资 吴柠彬

145 煜德投资 孟晓璐

146 圆信永丰 方瑾

147 源乘投资 刘小瑛

148 远策投资 赵潘

149 长盛基金 郭堃

150 中际通资本 陈海铭

151 中加基金 刘晨熙

152 中金公司 陈碧薇

153 中金公司 雷淇

154 中金基金 于智伟

155 中融鼎投资 邱迪

156 中融基金 杜伟

157 中泰证券资管 周旭驰



158 中信资管 彭康

159 中信自营 刘瑞雯

160 中银基金 刘潇

161 中银基金 王帅

162 朱雀基金 陈希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