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有效执法证信息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机构名称 执法证号 持证人员姓名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02 吕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04 姜艳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05 杨惠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07 唐子丁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08 张建玲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10 晏念辉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12 吴桂林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14 胡琳彧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15 和淑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16 杨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18 叶燕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21 王淼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22 金辉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23 何桂耘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25 杨丽清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27 秦超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0 张建伟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2 王兴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3 曾雅迪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4 黄照影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5 李袁宁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6 陆伟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7 朱可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8 任彦君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00260000039 胡毅楠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靖市中心支局 00260100001 张慧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靖市中心支局 00260100002 王燕玲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靖市中心支局 00260100003 吴培珊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靖市中心支局 00260100006 李喆勤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靖市中心支局 00260100007 刘泽彦
国家外汇管理局曲靖市中心支局 00260100008 袁瑞联
国家外汇管理局玉溪市中心支局 00260200002 柴宝亮
国家外汇管理局玉溪市中心支局 00260200003 孙昀
国家外汇管理局玉溪市中心支局 00260200006 谢婉芸
国家外汇管理局玉溪市中心支局 00260200008 高蕊
国家外汇管理局玉溪市中心支局 00260200009 李辉
国家外汇管理局保山市中心支局 00260300002 张月
国家外汇管理局保山市中心支局 00260300003 郭维芝
国家外汇管理局保山市中心支局 00260300007 郑苑
国家外汇管理局保山市中心支局 00260300008 龙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保山市中心支局 00260300009 张津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04 吴昊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05 余航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06 汪婧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07 姚良文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08 张庆彦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09 郑云波
国家外汇管理局昭通市中心支局 00260400010 尹思淳
国家外汇管理局丽江市中心支局 00260500001 王晓军
国家外汇管理局丽江市中心支局 00260500005 李朝玲
国家外汇管理局丽江市中心支局 00260500006 和丽松
国家外汇管理局丽江市中心支局 00260500007 陈春娟
国家外汇管理局普洱市中心支局 00260600001 张丽萍
国家外汇管理局普洱市中心支局 00260600002 吴智萍
国家外汇管理局普洱市中心支局 00260600005 伍瑜
国家外汇管理局普洱市中心支局 00260600006 李琛
国家外汇管理局普洱市中心支局 00260600007 张莹然
国家外汇管理局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支局 00260601001 许海东
国家外汇管理局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支局 00260601002 李坤
国家外汇管理局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支局 00260601003 张燕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孟连傣族拉祜族自治县支局 00260602002 罗青山
国家外汇管理局孟连傣族拉祜族自治县支局 00260602003 李玙瑜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沧市中心支局 00260700002 邱瑾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沧市中心支局 00260700003 曾蜀萍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沧市中心支局 00260700007 许洋
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沧市中心支局 00260700009 赵欣媛
国家外汇管理局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800005 苏婷
国家外汇管理局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800007 熊卫红
国家外汇管理局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800008 王文浩
国家外汇管理局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800009 杨丹莹
国家外汇管理局禄丰县支局 00260801001 熊银
国家外汇管理局禄丰县支局 00260801002 罗东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900001 陆晓岚
国家外汇管理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900003 杨红禄
国家外汇管理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900004 黄静
国家外汇管理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900006 李进
国家外汇管理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900008 李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0900009 韩筱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000001 张文丽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000004 陆忠祥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000005 张茂宏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000007 马清富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000009 戴淑琴
国家外汇管理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100001 刘继美
国家外汇管理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100003 官姝婧
国家外汇管理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100007 卫素梅
国家外汇管理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100008 王明坤
国家外汇管理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100009 朱润强



国家外汇管理局勐海县支局 00261101002 何立忠
国家外汇管理局勐海县支局 00261101003 余佩珊
国家外汇管理局勐海县支局 00261101004 符娜
国家外汇管理局勐腊县支局 00261102002 王玉梅
国家外汇管理局勐腊县支局 00261102003 洪柳
国家外汇管理局勐腊县支局 00261102004 凡鑫
国家外汇管理局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200004 杨兴银
国家外汇管理局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200006 苏雁鸿
国家外汇管理局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200007 李惠泳
国家外汇管理局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200008 程汉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03 杨江丽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08 周波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09 张萌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10 孙彦铭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11 李丹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12 杨先德
国家外汇管理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300013 李继庆
国家外汇管理局瑞丽市支局 00261301002 李晓焕
国家外汇管理局瑞丽市支局 00261301003 马晓丹
国家外汇管理局瑞丽市支局 00261301004 何显药
国家外汇管理局瑞丽市支局 00261301005 周文
国家外汇管理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400004 姬晓梅
国家外汇管理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400006 卢敏
国家外汇管理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400009 李源尚松
国家外汇管理局迪庆藏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500003 齐秀娟
国家外汇管理局迪庆藏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500007 母其彪
国家外汇管理局迪庆藏族自治州中心支局 00261500008 永争拉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