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号 

 

关于发布第三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自律处分会议专家名单的公告 

 

依据《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规则》等相关

自律规定，经会员单位推荐和评议，形成第三届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会议专家候选名单，并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经交易商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第三届自律处分会议专家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第三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会议专家

名单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20 年 1 月 10日 

  



附件： 

第三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自律处分会议专家名单 

 
一、投资者代表（28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1 都治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副处长 

2 杨  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处长 

3 孙  菲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司库信用投资主管 

4 张  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资产管理部综合处副处长 

5 熊建平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业务中心债券投资部总经理 

6 刘  颖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局处长 

7 郭谦和 中国进出口银行 资金营运部处长 

8 朱鸣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风险总监 

9 叶雪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10 许君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营运中心固定收益处副处长  

11 李雨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  

12 宋  垚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处室负责人 

13 于景亮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14 尉迟平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高级经理 

15 章宁宁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营运中心总经理 

16 黄德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 

17 吴  浩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 

18 闵志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19 何  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部资深高级投资经理 

20 占  超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第三方投资团队负责人 

21 苏振华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中心部门负责人 

22 范  义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总监 

23 周  军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规风控部总经理 

24 朱桂平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 

25 郁  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 

26 杨  睿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交易总部投资交易一部经理 

27 史  敏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用与商品组信用总监 

28 杨  丰 暖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交易部投资总监 

二、律师代表（25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29 李云波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主任、金融部负责人 

30 张  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业务三部高级合伙人 

31 彭  晋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证券部合伙人 



32 徐建军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合伙人 

33 管建军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 金融投资部管理合伙人 

34 张晓彤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35 李  文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证券部合伙人 

36 王  阳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公司证券业务组高级合伙人 

37 秦悦民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银行部、争议解决部合伙人 

38 沈国权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39 吴杰江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银行业务部合伙人、部门负责人 

40 孙  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41 陈伟勇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公司证券部合伙人、管委会委员 

42 李云海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金融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43 王  罡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银行金融组合伙人 

44 孙志勇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资本市场部高级合伙人 

45 贺宝银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公司证券部高级合伙人 

46 娄爱东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证券部高级合伙人 

47 刘小英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主任 

48 邹  健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资本市场部合伙人 

49 王剑钊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资本市场部合伙人 

50 贾  琛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资本市场部合伙人 

51 季  诺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争议解决合伙人 

52 尹正友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破产与重组业务部高级合伙人、部门负责人 

53 孙敬泽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不良资产处置部门负责人 

三、会计师代表（18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54 周海涛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部合伙人 

55 齐春艳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质监与技术支持部副主任、北方区主管 

56 季  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风险与技术执行合伙人 

57 胡  燕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资本市场及会计咨询部合伙人 

58 葛  徐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金融审计部高级合伙人 

59 刘丰收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技术部合伙人 

60 黄锦辉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 

61 程海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部合伙人 

62 张国华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部合伙人 

63 刘  敏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部合伙人、部门负责人 

64 纪玉红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总部合伙人 

65 邓传洲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部合伙人 

66 邱程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副总经理 

67 支  力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质量标准部首席技术合伙人 

68 沈  蓉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69 梁成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大中华区银行及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 

70 王  进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常务副总裁 

71 曾  浩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金融行业审计部门合伙人 

四、主承销商代表（31 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72 李  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金融业务部副处长 

73 胡  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高级专家 

74 朱  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 

75 马  炼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76 张浩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中心高级经理 

77 李卫新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局债券承销一处处长 

78 吴之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79 刘雁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风险总监 

80 匡彦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 

81 郭晓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82 王  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客户与投资银行部处长 

83 李  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后督中心副总经理 

84 邓延晖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合规与运营管理部室经理 

85 宋瑞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86 吴海盛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87 黄灵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裁 

88 曹韵宇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中心主任 

89 杨文娟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团队副主管 

90 翁露茜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总部债券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91 葛惠娟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92 孙  宏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93 袁靖毅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94 余春燕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95 何宏彬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96 王超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承销业务线行政负责人、董事总经理 

97 戚  铭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融资与金融市场业务联席负责人 

98 程  浩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部联席总经理 

99 李硕一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 

100 金温平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行质控总部副总经理 

101 晏志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承销部董事总经理 

102 李一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融资总部总经理 

五、发行人代表（13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103 陈  忠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部处长 

104 赵志刚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财务资产部副处长 

105 胡朝丽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资金处长 

106 戴小锋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部门经理 

107 杨邦文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108 邵长卫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09 戴  倩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110 蔡  纯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主任 

111 卢顺利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管理中心主任 



112 文少兵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处长 

113 杨振中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处长 

114 张厚林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115 王  鹏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部长 

六、评级机构代表（6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116 梁晓莉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合规部总经理 

117 张学群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8 胡小波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9 王梦函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 

120 刚  猛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评级总监 

121 黄忠仁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评审委员会主任 

七、信用增进机构代表（4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122 高燕凌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总法律顾问 

123 龙云丽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 

124 任为民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25 王利剑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 

八、中介平台代表（4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126 朱迪恺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市场二部高级经理 

127 倪骥烨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128 梁  恒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管理部主任 

129 储  旸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风险质控部风险总监 

九、监管机构代表（1名）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部门及职务 

130 潘  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债券监管部副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