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机构名称 负责人

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周旭东

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自营分公司 吴思铭

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林长富

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五星路证券营业部  唐旭君

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杭大路证券营业部 俞杭

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之城证券营业部 叶雪萍

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东路证券营业部 姜江南

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威陵大厦证券营业部 高山

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永久路证券营业部 祁泱

1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南路证券营业部 应文敏

1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新安东路证券营业部 邓娟

1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安万马路证券营业部 梁骏

1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江滨西大道证券营业部 杨志良

1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绍兴路证券营业部 张谊洲

1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梅湾街证券营业部 沈月根

1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振兴中路证券营业部 高铸

1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水月亭西路证券营业部 谢栋

1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盐长安北路证券营业部 蔡振光

1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善阳光东路证券营业部 倪加萍

2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城南东路证券营业部 顾月凤

2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沈益丰

浙商证券分支机构负责人



2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解放北路证券营业部 原静一

2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平江路证券营业部 王晓峰

2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钱清钱门大道证券营业部 魏海燕

2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江扬路证券营业部 王永美

2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诸暨东一路证券营业部 俞峰

2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营业部 孙国兴

2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官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竺少波

2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 任辉

3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学院路证券营业部 周鸿波

3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环城东路证券营业部 周庭坚

3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南山路证券营业部 梅新

3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岭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海燕

3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仙居环城南路证券营业部 应翔

3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玉环长兴路证券营业部 陈海明

3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路桥数码街证券营业部 杨志伟

3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崇和路证券营业部 施阳光

3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台赤城路证券营业部 梁勇

3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朱旭辉

4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后街证券营业部 张建明

4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江滨北路证券营业部 韦肖田

4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阳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俞刚平

4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横店万盛北街证券营业部 邢少萍

4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望春西路证券营业部 谢江波

4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浦江和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胡泊



4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磐安新兴街证券营业部 刘秀春

4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义解放南街证券营业部 潘敏

4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 任高悦

4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云和解放东街证券营业部 李杰

5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田涌潮街证券营业部 孙俊

5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松阳长松路证券营业部 练娟娟

5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永宁星座证券营业部 沈佩

5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池大浩

5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六虹桥路证券营业部 程志坚

5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高田路证券营业部 池大浩

5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双雁路证券营业部 章海雷

5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双塔路证券营业部 刘光亮

5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阳解放北路证券营业部                                                                                                                                                                                                                                                                                                                                                                                                                                                                                                                                                                                 陈伟

5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塘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林海北

6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荷花中路证券营业部 蔡吉其

6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龙游荣昌大道证券营业部 刘振萍

6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学院路证券营业部 陈雪彪

6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城中路证券营业部 李伟军

6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化临湖路证券营业部 徐芳

6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双子大厦证券营业部 陆旻

6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清余英坊证券营业部 沈小红

6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吴志明

6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四明中路证券营业部 王斌

6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海银河东路证券营业部 潘安全



7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四明西路证券营业部 胡锦波

7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明州路证券营业部 邵炼钢

7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三北西大街证券营业部 邹益科

7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沧海路证券营业部 贾蓝月

7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南山路证券营业部 杜二亮

7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象山靖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周孝华

7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百丈东路证券营业部 朱丽娜

7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沿港东路证券营业部 丁雄

7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乐路证券营业部 吴炜

7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万航渡路证券营业部 孙宏

8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四川北路证券营业部 肖华

8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杨高南路证券营业部 吴晔

8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龙华西路证券营业部 蒋晓清

8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朱雪雁

8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东路证券营业部 高华

8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乐凯北大街证券营业部 李晋

8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赵晶晶

8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北大街证券营业部 俞海河

8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郑绪忠

8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复兴中路证券营业部 范滢

9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汪涌

9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永安道证券营业部 赵静辉

9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北大道证券营业部 田俊峰

9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六纬路证券营业部 王锋



9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陈健

9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溉大道证券营业部 闵江

9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郭海洋

9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陈伟

9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学前东路证券营业部 陆婷

9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周黎萍

10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钟敏捷

10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郑崇东

10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云鹿路证券营业部 林丹娜

10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王萍

10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杏林东路证券营业部 庄严

10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李震

10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迎宾大道中证券营业部 余文平

10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城门头西路证券营业部 程华兴

10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蔡建顺

10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证券营业部 林鲲

11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大道证券营业部 王良鑫

11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孙二召

11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锦春路证券营业部 朱首强

11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董家湾北街证券营业部 林雪霜

11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麓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廖翌凯

11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交子大道证券营业部 孙二召

11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王晓南

11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姜树才



11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深圳路证券营业部 罗志勇

11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刘辉

12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创新大道证券营业部 张海影

12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田小蓓

12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路证券营业部 李钧

12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胡晶飚

12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中路证券营业部 黄安平

12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环城南路证券营业部 罗靖淞

12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麓云路证券营业部 郭地林

12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王焕

12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新区证券营业部 赫楠

12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丽江路证券营业部 刘明洋

13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生态大街证券营业部 李志强

13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钟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