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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委员候选人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一、律师事务所（24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从事律师

业务年月

从事证券

业务年月

担任合伙

人年月

1 马 哲 女 1979.07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003.11 2004.07 2009.10

2 韦少辉 男 1972.02 研究生/硕士 高级合伙人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1998.07 1998.07 2004.06

3 邓鸿成 男 1974.11 本科/学士 合伙人 北京君致律师事务所 1997.08 1999.12 2006.06

4 刘 斌 男 1968.12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二级律师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1991.07 1991.07 1999.10

5 刘胤宏 男 1977.10 研究生/硕士 高级合伙人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002.01 2003.03 2009.01

6 许成宝 男 1966.04 研究生/硕士 高级合伙人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1987.07 1993 2000

7 巫志声 男 1957.02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北京海问（上海）律师事务所 1992.06 2006.06 2006.06

8 杨晓娥 女 1974.03 本科/学士 合伙人 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1999.10 1999.10 2009.06

9 邹盛武 男 1972.04 本科/学士 高级合伙人 北京海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002.06 2002.06 2008.03

10 张 琦 女 1977.11 研究生/硕士 管理合伙人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1998.11 2004.01 2010.01

11 张大林 男 1968.08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三级律师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1993.07 1996.03 1998.04

12 张小满 男 1981.05 本科/学士 合伙人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2005.04 2005.04 2008.06

13 张玉凯 男 1970.04 本科/硕士 合伙人 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1999.12 2000.08 2008.03

14 张建伟 男 1976.08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 2000.12 2001.03 2008.01

15 陈 巍 男 1976.08 本科/ EMBA 合伙人 通力律师事务所 1998.07 2000.07 2006.01

16 陈志军 男 1972.11 本科/学士 合伙人 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 2000.09 2002.05 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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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 燕 女 1975.03 本科/学士 高级合伙人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005.11 2005.11 2011.01

18 钱大治 男 1977.06 本科/硕士 合伙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1999.07 2003.07 2007.07

19 徐 军 男 1968.07 研究生/硕士 高级合伙人 三级律师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1991.08 1993.05 2000.06

20 徐春霞 女 1974.05 本科/硕士 合伙人 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1999.05 1999.05 2007.05

21 黄亚平 女 1968.12 本科/学士 合伙人 高级律师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1991.07 1992.08 1994.11

22 黄侦武 男 1964.10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993.07 1996.03 2002.02

23 焦福刚 男 1978.01 本科/学士 合伙人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2001.07 2001.07 2008.12

24 赖继红 男 1969.10 研究生/博士 合伙人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1991.07 2005.06 2002.06

二、会计师事务所（32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从事审计

业务年月

从事证券

业务年月

担任合伙

人年月

25 支 力 男 1971.09 本科/学士 首席技术合伙人 中级会计师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1996.08 2002.09 2006.10

26 叶 慧 女 1979.10 本科/硕士 合伙人 中级会计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2005.01 2005.01 2009.07

27 朱宗瑞 女 1968.10 研究生/硕士 管理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1994.03 1996.05 2001.03

28 朱清滨 男 1965.03 研究生/硕士 管理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1995.06 2000.06 2003.01

29 闫丽明 女 1963.11 本科/学士 副主任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1994.06 1996 1999.01

30 祁卫红 女 1969.08 本科/学士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 2001.10 2004.05

31 李江山 男 1967.02 本科/学士 管理合伙人 审计师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1995.05 1998.12 1998.12

32 李志林 男 1963.01 本科/学士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1996.05 1996.05 2001.07

33 杨 涛 女 1969.07 研究生/硕士 高级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1997.10 2002.05 2001.03

34 杨文蔚 男 1970.04 本科/学士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1992.07 1995.12 2000.08

35 邱程红 女 1968.08 研究生/硕士 管理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1997.01 2001.01 2007.05



3

36 何 政 男 1971.01 本科/学士 高级合伙人 会计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2002 2002 2008.05

37 沈 洁 女 1973.06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注册会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1995.07 2002.01 2011.07

38 宋朝学 男 1964.09 本科/学士 合伙人 会计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1994.11 1994.11 2005.11

39 张小东 男 1969.02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会计师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1997.01 1998.12 2005.07

40 张敬鸿 男 1969.11 本科/学士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2000 2001 2006

41 陆士敏 男 1973.06 本科/EMBA 高级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1994.07 1999.07 2007.01

42 陈 志 男 1978.04 本科/学士 合伙人 注册会计师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2002.12 2002.12 2010.12

43 陈少明 男 1969.03 研究生/硕士 高级合伙人
注册会计师、

注册评估师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1997.04 1997.12 2004.03

44 陈志刚 男 1972.12 本科 合伙人 中级会计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2000.01 2000.01 2006.07

45 林 雷 男 1963.08 本科 管理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1994.07 1994.07 2000.12

46 周海斌 男 1978.11 本科/学士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2001.07 2001.07 2011.07

47 赵 波 男 1975.02 本科/学士 合伙人 中级会计师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1998.07 2003.02 2010.10

48 赵勇军 男 1971.07 研究生/学士 合伙人 会计师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1995.09 1996.10 2001.01

49 钟建国 男 1973.01 本科/硕士 高级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1992.09 1999.04 2001.01

50 俞德昌 男 1975.07 本科 合伙人 中级会计师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1999.09 2009.03 2009.03

51 祝小兰 女 1971.02 研究生/硕士 合伙人 会计师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1991.07 1996.06 1998.10

52 高 峰 男 1976.03 本科/硕士 高级合伙人 会计师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1999.08 1999.08 2009.06

53 高彦琴 女 1975.09 本科 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1997.12 1997.12 2004.12

54 童益恭 男 1970.06 本科/学士 管理合伙人 高级会计师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1992.10 1997.07 2002.01

55 戴伟忠 男 1965.02 本科/学士 管理合伙人 会计师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1989.07 1995.04 1998.01

56 魏 强 男 1977.02 本科/学士 合伙人 中级会计师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1998.07 1998.07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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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评估机构（2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从事评估

业务年月

从事证券

业务年月

担任公司

股东年月

57 刘兴旺 男 1968.12 本科/硕士
副总经理、董事、技术

总监
工程师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98.01 2000 2008.05

58 沃兆寅 男 1962.11 本科/硕士 部门经理 会计师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99.09 1997 1998.02

四、高等院校（8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专业

59 刘 俏 男 1970.05 研究生/博士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北京大学 金融

60 杨之曙 男 1966.09 研究生/博士
经管学院金融系系主

任
教授 清华大学 金融学

61 张晓燕 女 1976.07 研究生/博士
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

教授
正高级 清华大学 金融学

62 施天涛 男 1962.01 研究生/博士

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金融与法律研究

中心主任

教授 清华大学 法学

63 姜国华 男 1971.08 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 北京大学 会计学

64 郭 雳 男 1975.08 研究生/博士 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北京大学 法学

65 黄益平 男 1964.03 研究生/博士
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
教授 北京大学 经济学

66 谢德仁 男 1972.01 研究生/博士 经管学院会计系 教授 清华大学 会计学

五、证券公司（6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专业

67 丁 益 女 1964.05 研究生/博士 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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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王 松 男 1963.10 研究生/学士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裁
经济师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工程

69 冉 云 男 1964.01 本科/EMBA 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管理

70 毕明建 男 1955.06 研究生/硕士 首席执行官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管理

71 祝献忠 男 1968.09 研究生/博士 党委书记、董事长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学

72 霍 达 男 1968.05 研究生/博士 党委书记、董事长 经济师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学

六、基金公司（4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专业

73 王珠林 男 1965.01 研究生/博士 董事长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

74 孙志晨 男 1963.01 本科/EMBA 总裁 高级经济师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管理

75 何 伟 男 1963.07 研究生/硕士 董事长 经济师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

76 张光华 男 1957.03 研究生/博士 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世界经济学

七、保险资管（4 名）

77 杨 平 男 1970.05 研究生/硕士 总经理、CEO 经济师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管理

78 沈志斌 男 1975.03 研究生/硕士 常务副总经理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

79 张 辉 男 1966.12 研究生/硕士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经济师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金融

80 韩 松 男 1973.10 研究生/硕士
党委委员、副总裁、首

席投资执行官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