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法人员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人员类别 执法证号
莫琳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02
鲁文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03
柳光程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04
单东彦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05
刘宇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07
侯娉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08
张晓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11
岳宝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13
王任飞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16
车志超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20
于明娟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21
李迎春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24
宋立全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26
吴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27
王军栋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29
宋宏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30
籍松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31
郭化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33
范延岑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34
张树强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35
付丽晶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36
陈锋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综合业务 00050000037
孔仪方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综合业务 00050000038
孙玉茗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39
孙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国际收支 00050000040
赵洪波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41
何君玲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42
徐倩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43
朱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44
董玉婷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45
陈庆玲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46
刘培华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经常项目 00050000047
赵俊龙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资本项目 00050000048
王宝运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49
王忠伦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外汇检查 00050000051  
刘贤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章丘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001001
李家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章丘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001002
魏传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平阴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002001
张德兵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平阴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002002
王军之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阳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003001
王刚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阳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003002
任志勇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商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004001
王刚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商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004002
周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100005
宋金桂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100006
傅陵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100008
陈晓霞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100010
徐国子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100011
刘博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100012
王芳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100014
姜永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100015



赵荻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100016
刘增国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100017
许为民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100018
李刚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博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100019
赵颖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淄川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101001
谢宝青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桓台县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104001
吴岚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枣庄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200003
马亚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枣庄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200007
孟令强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枣庄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200008
杨位龙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枣庄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200010
阎炳川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枣庄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200012
贾继腾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枣庄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200013
李靖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滕州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201003
孙玉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滕州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201005
张红卫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滕州市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201006
李耀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薛城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202001
荐雷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台儿庄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203001
郑毅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台儿庄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203002
高静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300002
王荣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300003
韩秀亮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300005
侯延玲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300007
刘熙恩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300009
毕万寿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300010
黄东略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营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300008
任胜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饶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301002
王玉昕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垦利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302002
张新强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利津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303002
吴咏梅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0002
杨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0005
许风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400007
林剑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400008
杨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0011
胡顺海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0012
朱俊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0013
徐彩玲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400017
李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400020
栾晓磊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400021
房立荣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400023
康继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0024
董建俊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400025
张迎笑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0027
贺海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400028
郝广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0029
杨文斌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0030
国昱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0031
刘姝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400032
孙璐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0033
王拥昊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0034
于德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牟平区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1003
于立超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龙口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402002
张骏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龙口市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402003



孙培宽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阳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3003
崔晓兵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阳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3004
姜波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阳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3005
孙春丽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州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4002
谢云晴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蓬莱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405002
张春启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蓬莱市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405005
于瑞亮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招远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406004
冯津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招远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6005
樊耿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栖霞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7002
程显文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阳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408001
李德仙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阳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8002
项晓阳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阳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408003
闫爱民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长岛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409001
郭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0003
马楠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0004
吴安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500007
崔丹琦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500009
刘泽仁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500010
郭斐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500011
吕媛媛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0012
孙伟宁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500013
宋俊焘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500014
杨滢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0015
王宇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潍坊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0016
徐振国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州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501001
邱恒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州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501003
王秀云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诸城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502003
武大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诸城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2004
马尊国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寿光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3002
李加森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寿光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503003
薛源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安丘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4002
王全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安丘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504003
李岩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高密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505001
杨雪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高密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5003
徐有锋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昌邑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506001
徐赛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昌邑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6002
刘枫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朐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7002
刘世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昌乐县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508003
王璐璐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昌乐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508005
彭英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600003
王龙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600008
范雯舒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600009
张蕊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600010
隋津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600011
穆姗姗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0013
刘震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兖州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601001
杜绍轩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兖州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1002
赵刚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阜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2002
孔宁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泗水县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603002
唐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邹城市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604001
秦若涵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邹城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604002
刘敏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微山县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605001



贺海英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微山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605002
朱广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鱼台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606001
李金超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金乡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7002
刘修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嘉祥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8001
葛红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嘉祥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608002
徐建明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汶上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9001
李海英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汶上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609002
刘登萍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700005
孙海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700009
牛铁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700010
肖培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0011
陈爽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700012
王岳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700013
张慧中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泰安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700014
张忠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泰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1001
孙忱忱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泰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1002
刘爱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肥城市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2001
郭宗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宁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3001
尹孝德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宁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3002
赵广法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704001
刘艳丽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800004
计岱琳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800006
秦建珍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800007
潘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800008
张乐乐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800011
刘险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800012
王友山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800013
原青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威海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800014
刘作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登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801001
李仁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登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801003
徐珍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荣城市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802002
宋海华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乳山市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803002
段会森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900001
张晓梅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900002
秦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900003
迟玉值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900005
李雪雁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0900006
李业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900007
裴晓雯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0900009
司斌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0900012
沈娟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照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0900013
何茂栋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莒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902002
王婷婷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莒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0902003
高萌泽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芜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000007
孟哲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芜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000009
亓传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芜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000012
苏新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芜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000013
任启凤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莱芜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000014
陈春晓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100001
赵金芝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100002
徐文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100004
乔佳玮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100007



刘晓慧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0008
张家绪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0009
赵俊燕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100010
刘桐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0013
李金鑫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100014
张育红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100015
王振信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禹城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1001
宋金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乐陵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2001
孟迎春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津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3001
刘健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陵城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5001
李佃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邑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6001
王莹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平原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107001
周海红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武城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8001
李有为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夏津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109001
韩荣梅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庆云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110001
曹丁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200003
李东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0004
杜丽莉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0005
王晓蕊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0010
李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200011
姚解云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200013
姜雨昕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0014
高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0015
田武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沂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200016
郑德坤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沂南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1002
张金铃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沂南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1003
颜育红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郯城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2002
李宁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郯城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2003
王海鹏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沂水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3005
闫怡璇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沂水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3006
王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陵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4003
杨焕荣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陵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4004
张树立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陵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4005
卞传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费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5001
赵玉丹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费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5003
刘付丽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平邑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6005
王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平邑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6006
李永宝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莒南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7002
王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蒙阴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8002
鲍凡凡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蒙阴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8003
胡菊彩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沭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209004
董泓汝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沭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209005
张景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聊城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300001
张海燕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聊城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300002
柳艳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聊城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300005
朱鹏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聊城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300008
桑轶崑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聊城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300010
李平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清市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301002
张廷来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阳谷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304002
张俊仙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400003
王荣波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400004
李慧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400007



刘艺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400009
秦宁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400010
信召阳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400011
白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400012
罗云飞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州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0013
李国利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惠民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1001
吴书广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惠民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1002
李培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阳信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2002
卞鑫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阳信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2003
徐元芳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无棣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3002
李心怡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无棣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3004
张龙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沾化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4004
蔡俊杰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博兴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5002
毕洪亮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邹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6005
高卫东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邹平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406006
王艳梅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菏泽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500001
段士强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菏泽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500004
曹兆鹏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菏泽市中心支局 外汇检查 00051500006
梁淑玉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菏泽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500010
于海燕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菏泽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500011
罗立学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菏泽市中心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500012
王兴行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曹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501001
孙彦光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曹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501002
黄松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单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502001
燕伟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成武县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503002
许璇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成武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503003
王俞清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成武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503004
解庆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巨野县支局 资本项目 00051504003
陶勇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巨野县支局 国际收支 00051504004
葛庆军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巨野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504005
陈瑞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郓城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505002
仝兆林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郓城县支局 经常项目 00051505003
任冰 女 国家外汇管理局鄄城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506002
李振兴 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东明县支局 综合业务 00051508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