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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人代表： 侯巍
联系人员： 郭熠
客服电话： 400-666-1618、95573
公司网站： www.i618.com.cn
(� 50�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 20层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 20层
法人代表： 姜晓林
联系人员： 吴忠超
客服电话： 95548或 400-889-5548
公司网站： www.zxzqsd.com.cn
(� 5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法人代表： 张志刚
联系人员： 唐静
客服电话： 95321
公司网站： www.cindasc.com
(� 5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 2号楼 22层、23层、25层 -29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 2号楼 21层 -23层、25层 -29层
法人代表： 潘鑫军
联系人员： 胡月茹
客服电话： 95503
公司网站： www.dfzq.com.cn
(� 5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 14、16、17层
法人代表： 曹宏
联系人员： 刘阳
客服电话： 95514
公司网站： www.cgws.com
(� 5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法人代表： 周健男
联系人员： 姚巍
客服电话： 95525
公司网站： www.ebscn.com
(� 5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号
办公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号
法人代表： 杨树财
联系人员： 安岩岩
客服电话： 95360
公司网站： www.nesc.cn
(� 5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号
法人代表： 李俊杰
联系人员： 张瑾
客服电话： 400-819-8198
公司网站： www.shzq.com
(� 57�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号院 1号楼 15层 15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号院 1号楼 15层 1501
法人代表： 叶顺德
联系人员： 田芳芳
客服电话： 95399
公司网站： www.xsdzq.cn
(� 58�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大同市城区迎宾街 15号桐城中央 21层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111号山西世贸中心 A座 12、13层
法人代表： 董祥
联系人员： 薛津
客服电话： 4007121212
公司网站： www.dtsbc.com.cn
(� 5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8号国联金融大厦 7-9层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8号国联金融大厦 702
法人代表： 姚志勇
联系人员： 沈刚
客服电话： 95570
公司网站： www.glsc.com.cn
(� 6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楼
法人代表： 杨宇翔
联系人员： 吴琼
客服电话： 95511-8
公司网站： stock.pingan.com
(� 6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号财智中心 B1座 0327
法人代表： 李工
联系人员： 甘霖
客服电话： 95318，4008096518
公司网站： www.hazq.com
(� 62�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13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3F
法人代表： 张雅锋
联系人员： 牛孟宇
客服电话： 95563
公司网站： www.ghzq.com.cn
(� 63�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28层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28层
法人代表： 蔡一兵
联系人员： 郭磊
客服电话： 0731-4403319
公司网站： www.cfzq.com
(� 6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
法人代表： 菅明军
联系人员： 程月艳
客服电话： 95377
公司网站： www.ccnew.com
(� 6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10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10层
法人代表： 王少华
联系人员： 黄静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公司网站： www.guodu.com
(� 6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 钱文俊
联系人员： 王一彦
客服电话： 95531；400-8888-588
公司网站： www.longone.com.cn
(� 67�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39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39层
法人代表： 许刚
联系人员： 王炜哲
客服电话： 400-620-8888
公司网站： www.bocichina.com
(� 68�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111号
办公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111号
法人代表： 庞介民
联系人员： 王旭华
客服电话： 0471-4972343
公司网站： www.cnht.com.cn
(� 69�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239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 杨炯洋
联系人员： 谢国梅
客服电话： 95584
公司网站： www.hx168.com.cn
(� 70�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 - 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室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 - 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室
法人代表： 许建平
联系人员： 李巍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公司网站： www.hysec.com
(� 7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办公地址： 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23层
法人代表： 李玮
联系人员： 吴阳
客服电话： 95538
公司网站： www.qlzq.com.cn
(� 7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20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8楼
法人代表： 刘学民
联系人员： 吴军
客服电话： 95358
公司网站： www.firstcapital.com.cn
(� 73�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 4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 17层
法人代表： 陆涛
联系人员： 马贤清
客服电话： 400-8888-228
公司网站： www.jyzq.cn
(� 7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号南半幢 9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福山路 500号城建国际中心 26楼
法人代表： 姚文平
联系人员： 朱磊
客服电话： 400-8888-128
公司网站： http://www.tebon.com.cn
(� 75� )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长江路 88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长江路 88号
法人代表： 钱凯法
联系人员： 舒萌菲
客服电话： 4008888918
公司网站： www.thope.com
(� 76�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157号新天地大厦 7、8层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157号新天地大厦 7至 10层
法人代表： 黄金琳
联系人员： 张宗锐
客服电话： 96326�福建省外请先拨 0591-
公司网站： www.hfzq.com.cn
(� 77�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号财富中心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号财富中心
法人代表： 李晓安
联系人员： 李昕田
客服电话： 0931-96668、4006898888
公司网站： www.hlzqgs.com
(� 7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6号 SK大厦 3层
法人代表： 李剑阁
联系人员： 陶亭
客服电话： 010-65051166
公司网站： http://www.cicc.com.cn
(� 79�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16、17楼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16、17楼
法人代表： 沈继宁
联系人员： 章力彬
客服电话： 95336�浙江省 -，4008696336�全国 -
公司网站： www.ctsec.com
(� 80�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号环球金融中心 9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号环球金融中心 9楼
法人代表： 陈灿辉
联系人员： 倪丹
客服电话： 68777877
公司网站： www.cf-clsa.com
(� 8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28层 A01、B01(b)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28层 A01、B01(b)单元
法人代表： 俞洋
联系人员： 杨莉娟
客服电话： 95323
公司网站： http://www.cfsc.com.cn/
(� 82�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层、15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层、15层
法人代表： 程宜荪
联系人员： 牟冲
客服电话： 4008878827
公司网站： www.ubssecurities.com
(� 8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 -21

层及第 04层 01、02、03、05、11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 A栋第 04、18层至 21层
法人代表： 高涛
联系人员： 张鹏
客服电话： 95532、400-600-8008
公司网站： www.ciccwm.com
(� 84�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拉萨市北京中路 101号
办公地址： 拉萨市北京中路 101号
法人代表： 陈宏
联系人员： 唐湘怡
客服电话： 95357
公司网站： http://www.18.cn
(� 8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号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 833号
法人代表： 赵洪波
联系人员： 姜志伟
客服电话： 956007
公司网站： www.jhzq.com.cn
(� 86�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人代表： 吴骏
联系人员： 吴尔晖
客服电话： 4000-188-688
公司网站： www.ydsc.com.cn
(� 87�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12-18层
法人代表： 祝献忠
联系人员： 李慧灵
客服电话： 400-898-9999
公司网站： www.hrsec.com.cn
(� 88�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号高科大厦 4楼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号保利广场 A座 37楼
法人代表： 余磊
联系人员： 杨晨
客服电话： 4008-005-000
公司网站： www.tfzq.com
(� 89�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4号
办公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号大连期货大厦 39层
法人代表： 张智河
联系人员： 谢立军
客服电话： 4008-169-169
公司网站： www.datong.com.cn
(� 9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89号志远大厦 18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号华远企业号 D座 3单元
法人代表： 李长伟
联系人员： 王璇
客服电话： 95397
公司网站： www.tpyzq.com
(� 91�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南侧金地中心大厦 9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 27层联储证券
法人代表： 吕春卫
联系人员： 丁倩云
客服电话： 400-620-6868
公司网站： www.lczq.com
(� 92�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13� 层

1301-1305�室、14�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13� 层

1301-1305�室、14�层
法人代表： 张皓
联系人员： 韩钰
客服电话： 400-990-8826
公司网站： www.citicsf.com
(� 93�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7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号 C座 5层
法人代表： 林义相
联系人员： 尹伶
客服电话： 010-66045678
公司网站： www.txsec.com
(� 94� )江苏金百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无锡市太湖新城锦溪道楝泽路 9号楼
办公地址： 无锡市太湖新城锦溪道楝泽路 9号楼
法人代表： 费晓燕
联系人员： 袁丽萍
客服电话： 0510-9688988
公司网站： www.jsjbl.com
(� 95�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4栋 10层 1006#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富卓大厦 A座 7层
法人代表： 张彦
联系人员： 张燕
客服电话： 400-166-1188
公司网站： http://8.jrj.com.cn
(� 96�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 22号泛利大厦 10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号保利大厦 18楼
法人代表： 王莉
联系人员： 于杨
客服电话： 400-920-0022
公司网站： licaike.hexun.com
(� 97�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47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号绿地紫峰大厦 2005室
法人代表： 吴言林
联系人员： 林伊灵
客服电话： 025-66046166-810
公司网站： www.huilinbd.com
(� 98�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号 3号楼 5层 01、02、03室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世纪广场 3号楼 5F
法人代表： 冷飞
联系人员： 李娟
客服电话： 021-50810673
公司网站： http://www.wacaijijin.com/
(� 99�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号 H区（东座）6楼 A31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号 H区（东座）6楼 A31室
法人代表： 贲惠琴
联系人员： 杨一新
客服电话： 021-50206003
公司网站： www.msftec.com
(100�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 1幢 1层 1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 9号奎科科技大厦
法人代表： 张旭阳
联系人员： 孙博超
客服电话： 95055-4
公司网站： www.baiyingfund.com
(101�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7650号 205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8楼
法人代表： 汪静波
联系人员： 张姚杰
客服电话： 400-821-5399
公司网站： www.noah-fund.com
(102�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 25楼 I、J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 25楼 I、J单元
法人代表： 薛峰
联系人员： 汤素娅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公司网站： www.zlfund.cn
(103�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 2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 26楼
法人代表： 其实
联系人员： 潘世友
客服电话： 400-1818-188
公司网站： www.1234567.com.cn
(10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号 26号楼 2楼 41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1118号鄂尔多斯大厦 903～906室
法人代表： 杨文斌
联系人员： 张茹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公司网站： www.ehowbuy.com
(105�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1218号 1栋 202室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号恒生大厦 12楼
法人代表： 陈柏青
联系人员： 张裕
客服电话： 4000-766-123
公司网站： www.fund123.cn
(10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526号 2幢 220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55号裕景国际 B座 16层
法人代表： 张跃伟
联系人员： 沈雯斌
客服电话： 400-089-1289
公司网站： www.erichfund.com
(107�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文二西路 1号 903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7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2号楼 2楼
法人代表： 凌顺平
联系人员： 吴强
客服电话： 4008-773-772
公司网站： www.5ifund.com
(108�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6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2号民建大厦 6层
法人代表： 闫振杰
联系人员： 宋丽冉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公司网站： www.myfund.com
(109�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5475号 1033室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91弄 61号 10号楼 12楼
法人代表： 沈继伟
联系人员： 曹怡晨
客服电话： 400-067-6266
公司网站： http://a.leadfund.com.cn
(110�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6号中国中期大厦 A座 11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6号中国中期大厦 A座 11层
法人代表： 路瑶
联系人员： 侯英建
客服电话： 95162，4008888160
公司网站： www.cifcofund.com
(111�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 B座 46楼 06-10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 B座 46楼 06-10单元
法人代表： 赵学军
联系人员： 张倩
客服电话： 400-021-8850
公司网站： www.harvestwm.cn
(112�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号 5号楼 215A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号 5号楼 215A
法人代表： 梁蓉
联系人员： 张旭
客服电话： 400-6262-818
公司网站： www.5irich.com
(113�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号 9号楼 15层 180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号 SOHO现代城 C座 1809
法人代表： 沈伟桦
联系人员： 程刚
客服电话： 400-609-9200
公司网站： www.yixinfund.com
(114�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号
法人代表： 钱燕飞
联系人员： 王锋
客服电话： 95177
公司网站： www.snjijin.com
(115� )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9号楼 701内 09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9号楼 701内 09室
法人代表： 李悦章
联系人员： 张林
客服电话： 400-066-8586

公司网站： https://www.igesafe.com/
(116�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0�号 5�层 5122�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0�号乐成中心 A�座 23�层
法人代表： 周斌
联系人员： 马鹏程
客服电话： 400-786-8868
公司网站： www.chtwm.com
(117�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号 11层 1108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号 11层 1108号
法人代表： 王伟刚
联系人员： 丁向坤
客服电话： 400-619-9059
公司网站： www.hcjijin.com
(118� )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商报东路英龙商务大厦 8楼 A-1（811-812）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人民东路 52 号民生金融中心 22 楼

盈信基金
法人代表： 苗宏升
联系人员： 葛俏俏
客服电话： 4007-903-688
公司网站： www.fundying.com
(119�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办公地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1102、1108室
法人代表： 申健
联系人员： 印强明
客服电话： 021-20292031
公司网站： https://8.gw.com.cn/
(120�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8号理想国际大厦 906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8号理想国际大厦 906 室、海淀北二街 10 号

秦鹏大厦 12层
法人代表： 张琪
联系人员： 付文红
客服电话： 010-62675369
公司网站： www.xincai.com
(121� )北京辉腾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号 15层办公楼一座 1502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F座 12层 B室
法人代表： 李振
联系人员： 魏尧
客服电话： 400-057-8855
公司网站： www.kstreasure.com
(122� )济安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号 4号楼 40层 4601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号北京财富中心 A座 46层
法人代表： 杨健
联系人员： 李海燕
客服电话： 400-673-7010
公司网站： www.jianfortune.com
(123�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33号 11楼 B座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号 8楼
法人代表： 王廷富
联系人员： 姜吉灵
客服电话： 400-821-0203
公司网站： www.520fund.com.cn
(124�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77号 3层 310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号 8座 3楼
法人代表： 燕斌
联系人员： 凌秋艳
客服电话： 400-046-6788
公司网站： www.66zichan.com
(125�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6153 室 上海泰和经济

发展区 -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518号 A1002室
法人代表： 王翔
联系人员： 蓝杰
客服电话： 400-820-5369
公司网站： www.jiyufund.com.cn
(126�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765号 602-115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号凯石大厦 4楼
法人代表： 陈继武
联系人员： 李晓明
客服电话： 4000-178-000
公司网站： www.lingxianfund.com
(127�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4楼 09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4楼
法人代表： 鲍东华
联系人员： 宁博宇
客服电话： 4008-219-031
公司网站： www.lufunds.com
(128�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3491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12楼 B1201-1203
法人代表： 肖雯
联系人员： 黄敏娥
客服电话： 020-89629066
公司网站： www.yingmi.cn
(129�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路海岸大厦东座 1115、1116、1307�室
法人代表： TEO� WEE� HOWE
联系人员： 项晶晶
客服电话： 400-684-0500
公司网站： http://www.ifastps.com.cn
(130�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号 2号楼 2-45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环球财讯中心 A座 5层
法人代表： 彭运年
联系人员： 陈珍珍
客服电话： 400-8909-998
公司网站： www.jnlc.com
(131�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 2号 4层 401-15
办公地址： 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 A座 17层
法人代表： 江卉
联系人员： 徐伯宇
客服电话： 95118
公司网站： http://fund.jd.com/
(132�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 2层 202室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 2层 202室
法人代表： 樊怀东
联系人员： 贾伟刚
客服电话： 4000-899-100
公司网站： www.yibaijin.com
(133�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 15号科兴科学园 B栋 3单元

11层 110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 15号科兴科学园 B栋 3单元

11层 1108
法人代表： 赖任军
联系人员： 刘昕霞
客服电话： 400-930-0660
公司网站： www.jfzinv.com
(134�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6号楼 2单元 21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SOHO� T2� B座 2507
法人代表： 钟斐斐
联系人员： 戚晓强
客服电话： 400-159-9288
公司网站： danjuanapp.com
(135� )钱滚滚财富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333�号 729S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良友大厦 B301-305�室
法人代表： 许欣
联系人员： 屠帅颖
客服电话： 400-700-9700
公司网站： www.qiangungun.com
(136�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号 1幢 2楼 268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号通泰大厦 B座 8层
法人代表： 李一梅
联系人员： 仲秋月
客服电话： 400-817-5666
公司网站： www.amcfortune.com
(137�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东方路 800号 7、8、10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东方路 800号 7、8、10楼
法人代表： 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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