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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销基金清单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管理人 风险等级 基金产品信息 

540011/541011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低风险 
参见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hsbcjt.cn/)  
 

370010 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低风险 
参见基金管理人网站 

(am.jpmorgan.com/cn)  
 

 

- 基金代销业务负责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环球支付方案部的基金代销业务负责人为郭明先生，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册，取得

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编号：B1300000000789），同时也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要求。 

 

- 销售人员资质信息 

姓名 城市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曹岚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715003031 

陈成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16 

杜翔宇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84 

段梦华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1223002679 

冯雪梅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705011791 

胡春燕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06 

姜晨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97 

雷亮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1112001611 

李霖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97 

李向梅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80 

刘梦婷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76 

刘晓星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89 

曲威弘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111100222x 

王鸿志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60 

王婷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1117003832 

王玉玲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1206004627 

熊志凌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59 

于萌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03 

张晶 北京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75 

孔祥翔 成都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60 

宋晨月 成都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05 

张祥 成都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599 

温黎明 大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02 

陈颖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09 

冯嘉敏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1214002277 

黄焕捷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821001727 

黄静然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114002608 

李奕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18 

李英慧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1272 

王慧敏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99 

肖素芳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29 

朱珊珊 广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99 



 

PUBLIC 

詹晓春 杭州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709005149 

邹宇翔 青岛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5 

杨扬 厦门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0 

曹睿菡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24 

陈华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19 

陈敏欣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1180 

程文轩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33 

崔斌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31 

董思哲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917 

龚懿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74 

管怡雯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92 

郭明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89 

郭娅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40 

何嘉琪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96 

何晓元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25 

何之琦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19 

黄亮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88 

季逸飞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517002452 

李晨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946 

李晓云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87 

马韬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77 

倪苏婧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02 

聂杨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715002826 

潘晓燕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83 

邱娓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08 

邵长虎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64 

孙海东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20 

孙宏亮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715000828 

王春艳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09 

肖强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1061 

徐文芳 上海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B20211015001803 

许晨慧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22 

许春春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0813009904 

阎晓佩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15 

袁晓燕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9 

张恩来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A20210714002874 

张建华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94 

张丽芳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34 

张芊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24 

郑岚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98 

周海平 上海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580 

陈燕婷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4 

丁磊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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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黎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8 

李丹丹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A20201118003342 

彭佩珊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951 

张佳卉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95 

张玉婷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621 

周骏 深圳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7 

董苑苑 苏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954 

沈嫣婷 苏州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27 

荆蕾 天津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712 

薛蕾 重庆 基金从业资格 B13000000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