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职位 分支行网点 销售资质
侯梦萱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岳圆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于莉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荣蓉 城市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国际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晨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马小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邸坤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迪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青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淼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时嫣苒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晶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翛然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鸿飞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余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杜帅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庄春玥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方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倩雯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冯瀚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浩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辉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洋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园园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东序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田耀芝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思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丽都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毕艺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丽都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晓丹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怡灵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田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娜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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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眉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丽都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徐晓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仁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雅雯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嘉骏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田亦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明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蒋黎娟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康慧超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辛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员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于丹丹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杜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昀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葛小星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欣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玉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斯琴高娃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宇恒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邢澜琼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硕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韩柏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郭萌萌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晶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晓旭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思宇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婉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晶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素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安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诗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舟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戴裕浩 城市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玄妙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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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娜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志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燕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庾一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薛薇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孔博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皮谛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欢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佳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郑曦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靓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凌一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石文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临江西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郑璟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马楠楠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刁文凤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双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曲琳 城市经理兼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骆小平 财富管理与个人银行高级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妍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蔡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廖楚雯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子怡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健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温炜琳 城市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潘志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敏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泳怡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靖涵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文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何斯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海珍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安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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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玥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家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郑小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余嘉玲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麒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颖诗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娜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瑀暄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靖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倪浠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西门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梓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西门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冯嘉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西门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肖康娥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西门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蕾如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西门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陆逊 财富管理与个人银行高级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劳凯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房伟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玄之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向娣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利金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桐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戴丹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吉国贤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娟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季巧雅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娜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佳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薛昂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唐青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璐 城市经理兼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郭成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徐国卿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鸣旻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罗勰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应蓓蕾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秦晓霞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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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敏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洁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魏可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宝龙一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游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滨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思亲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滨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廖疏影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宝龙一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方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碧云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贝妮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碧云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卓寒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碧云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曹雨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沈轶娜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妍菁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马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邓超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腾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音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睿童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琳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沈瑜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亦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思皓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夏梦晴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魏伟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侯晓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邱玫琦 财富管理与个人银行高级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邰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一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翕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贝珊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顾鑫珺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思维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文婕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恒怡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眇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楚楚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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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冯臻宇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丁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俞小雪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天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包润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天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莫闻睿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靖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诸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扬子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子麟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妙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沈逸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金蔚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汤旖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小瑀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沈晨晨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商若辰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佳霖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窦玄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董绮雯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扬子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晓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梅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曹亨威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晶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延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奚晓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郭子昂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卡吾赛尔阿迪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晟桦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浩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绮旻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董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慧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梁嘉玲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华元青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昊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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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谭珺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傅旭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长泰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吕昀洋 远程服务渠道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盼雯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蔡佳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逸云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淑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施晶纯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蕾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盛祺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彦婕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崔宇清 区域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慧云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鑫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清扬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尹成霖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增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梁海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颖霏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晓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姜雨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佳青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袁斐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谢智浩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平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琳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宋欣芸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长泰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立群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长泰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邓成勇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俐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裘兆敏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擎 城市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辽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海天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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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瑜霞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秀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何昀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谢亚菁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淑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廖伊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小茜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美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海天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钟裕峰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肖厦冰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何群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洁芸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阳阳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梁慧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娟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喻清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丽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曲爽 财富管理与个人银行高级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蔡宏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娃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牛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郭伟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丹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翠雯 财富管理与个人银行高级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邝家敏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顺德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隽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宗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瑜彤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徐敏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崔伟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郭坤傲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史庭芬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贾梦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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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泰来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宫雨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娅琳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梁辰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铧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锡恒隆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莹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锡恒隆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竹君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文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大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意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大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旋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大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世祺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董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戴毅 城市经理兼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大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卫彩萍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婷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辛岩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伟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吕燕娜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董演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艳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嘉州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戴欣应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嘉州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婷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临江西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杜川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顾子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锡恒隆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郭佳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卢天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嘉扬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余巧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郝一鸣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少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袁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扬子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爽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明远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符早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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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徐燃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大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采薇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琬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海天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彭嘉嘉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佩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晓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家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雷雅君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蒋硕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嘉佑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超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思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潘鑫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郑承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殷晓玲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舒颖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伍文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顺德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卢佳滨 城市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区梓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蔡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海天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彭锦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阳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阮涵晞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宇楠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旭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意晗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谢莹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滨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奕铮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袁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初华希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娟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邓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宋瑞棋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文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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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佳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叶博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叶颖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时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碧云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天霖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吴和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海天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何志诚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彭卉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嘉程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维欢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淑清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宋婉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珊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临江西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格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伍锡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鲁玥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明轩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殷亚萍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丽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韩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阳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缪宜颖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华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思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海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子正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罗珊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洪明睿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嘉怡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碧云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乐圆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丽都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国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晓彤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一迪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长泰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官志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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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钟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魏心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肖先达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嘉州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丁涧芝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祝如月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徐胜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谢鑫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腾瑞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天塔道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琳娴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范越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徐业程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玉洁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程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笑颖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思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朱梦涵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斌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叶凯晴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卢万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格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琳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梦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方建珠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高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钟秀端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海天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虞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薇伊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彭晓蕾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余丹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无锡恒隆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佩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雨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国际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罗时芬 卓越尊尚业务副总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璇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卉竹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信鸽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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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昊洋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马晓晴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余婕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尚子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商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绮菲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紫尧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天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超卓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梅悟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婉绒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董斯亮 远程服务渠道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仇溪曼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钰雯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黎斯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西门口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孔维秀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杨扬 保险专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盛银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郁嘉莹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杜邦彦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刘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柏威年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李超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沈晓静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余靓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晶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滨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胡媛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嘉州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亚丽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郑钦月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联洋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黄霆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罗竣元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曲鹏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付靖曲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春红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周园植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贾睿庶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王晨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丁晓伟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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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 高级销售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陈姝桥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若炫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方玉晗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赵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孙淑玮 卓越理财远程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何国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林晓婷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唐跃佳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马婉頔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乔源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京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朵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丽都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马英杰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夏庆云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衡山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毕跃能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梁硕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蒋祎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长泰广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佳怡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骆珍萍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宝龙一城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张晓雪 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巩川 支行行长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支行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销售资质、理财产品代理销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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