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部门 姓名
1 董事长 郭卿
2 合规总监兼副总经理 聂润成
3 副总经理 魏琦
4 副总经理 牟珊珊
5 公募投资一部 王跃文
6 公募投资一部 刘志强
7 公募投资一部 李卓轩
8 公募投资一部 姜帆
9 公募投资一部 袁野
10 公募投资一部 李石
11 公募投资一部 姜海洋
12 公募投资一部 齐芯
13 公募投资一部 赵汝鑫
14 公募投资一部 王泓
15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虞婕
16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陈佳琳
17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汪成浩
18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付博
19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孙禹
20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蔡昭
21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张彦璐
22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李晓玲
23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周美彤
24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张嘉瑶
25 固定收益投资一部 刘诗薇
26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汤瀛
27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陈敏达
28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田博
29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朱明玉
30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张祖阁
31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胡晓慧
32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周磊蕾
33 固定收益投资二部 王晗
34 权益投资部 郑锦斐
35 权益投资部 刘玉强
36 权益投资部 雷达
37 权益投资部 董小懿
38 权益投资部 刘文宇
39 权益投资部 陈舒静
40 权益投资部 徐晓晓
41 量化投资一部 胡雨缦
42 量化投资一部 邹炎辰
43 量化投资一部 魏泓睿
44 多策略投资部 胡浩杰
45 多策略投资部 张佳妮
46 多策略投资部 赵满思
47 多策略投资部 张洪源
48 多策略投资部 徐杰
49 多策略投资部 郝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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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另类投资部 杨红云
51 另类投资部 张蕊
52 另类投资部 王慧峰
53 另类投资部 李昂
54 另类投资部 于杨杨
55 另类投资部 张善朴
56 市场营销部 王华
57 市场营销部 朱文骐
58 市场营销部 边宏毅
59 市场营销部 李赫
60 市场营销部 赵蕾
61 市场营销部 宫德
62 市场营销部 段玲
63 市场营销部 程翔
64 市场营销部 朱芮
65 市场营销部 李祚庥
66 市场营销部 刘沈亨
67 市场营销部 刘新华
68 市场营销部 王晓阳
69 市场营销部 刘锟
70 市场营销部 芮智涵
71 市场营销部 黄越
72 市场营销部 康馨予
73 投资交易部 张明
74 投资交易部 郑子哲
75 投资交易部 张理维
76 投资交易部 王晓民
77 投资交易部 张效军
78 投资交易部 盖璇
79 研究部 朱超
80 研究部 吴振华
81 研究部 王恒攀
82 研究部 丁楠
83 研究部 齐可
84 研究部 龙文
85 研究部 张皓
86 研究部 姚德平
87 研究部 薛文韬
88 研究部 吴春龙
89 运营支持部 赵双
90 运营支持部 张珊珊
91 运营支持部 刘朝强
92 运营支持部 葛景茹
93 运营支持部 张又田
94 运营支持部 马云
95 运营支持部 李青松
96 运营支持部 张红雨
97 运营支持部 高莎莎
98 运营支持部 徐晓铭
99 产品部 郑微微
100 产品部 何晔
101 产品部 郭佩倩
102 产品部 张昕怡



103 产品部 高晓雪
104 产品部 廉欣媛
105 法律合规部 王婷
106 法律合规部 刘春姿
107 法律合规部 骆露之
108 法律合规部 王春晓
109 法律合规部 李振华
110 法律合规部 张磊
111 法律合规部 祁哲洋
112 风险管理部 徐子璐
113 风险管理部 谢琴
114 风险管理部 刘思宇
115 风险管理部 杨杰
116 风险管理部 田丰
117 风险管理部 徐玮建
118 人力资源部 卢召彬
119 人力资源部 李溢晨
120 人力资源部 黄丹
121 人力资源部 杨子润
122 办公室 张世奇
123 办公室 孙伟
124 办公室 段俊
125 办公室 孔哲伟
126 财务部 甘浩力
127 财务部 杨娜
128 财务部 张照宇
129 财务部 黄静晨
130 财务部 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