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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选登

博之憇 李福森 平安保险

朝霞 梁伟明 深圳农业银行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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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区里的股市 罗建益 四川美丰

晨练 苏云霞 银河证券

黄山雪霁 郑永辉 财富证券

弦 周密 建设银行南通分行

牧思山云 温子建 证券时报

北歧晨光 林敏 水晶光电

圣境 姜洋 证监会

幻影山城 曹建光 永安期货公司

金猴观海 陈建荣 海通证券

比翼双飞 陈健 中国人寿

迎春晚会 陈凯涵 广发证券

神秘的香格里拉 陈凯涵 广发证券

瞧我的 陈如英 浦田市农行

工业时光 陈闻 马钢日报社

水城美墅 陈学抗 美的电饭煲

无题 陈学良 深交所信息公司

无题 陈学良 深交所信息公司

诞生 陈园 大通证券（已经离职）

盛开的舞花 成耀金 农业银行

拉萨河畔的秋天 崔倩 稽查局

远古的梦 邓国勇 河南驻马店农行

流光溢彩 董梦瑶 双鹤药业

古堡翠映 方华琪 中行开平支行

乡村剧场 方华琪 中行开平支行

禾木秋色 方华琪 中行开平支行

无题 艾丹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收银台前 韩梅生 万向钱潮

无题 何鹏 中金所

静静的夏夜 贺敬华 江苏淮安银监局

美丽印象中国 洪忆 上证所

碧水胡扬 侯丽春 新疆证监局

菊黄蟹肥 胡瑞年 中国人保

戏迷 华威 凯恩特

边听边看 华威 凯恩特

今晚有演出 华威 凯恩特

龙腾盛世 华威 凯恩特

奶奶庆金婚 华威 凯恩特

收工 黄文钦 工行漳州分行

土楼盛事 黄文钦 工行漳州分行

羊卓雍的傍晚 姜洋 证监会

并蒂莲 金文龙 海通证券

高铁人流 李福森 平安保险

光明之路 李佩霞 证监会

成果累累 李佩霞 证监会

世博名片 李佩霞 证监会

世博的阿拉伯馆 李佩霞 证监会

资本市场的盛典 李佩霞 证监会

晨曦中的尼亚加拉瀑布 梁穆春 公用科技

休闲时光 梁伟明 深圳农业银行中心支行

水天一色 梁伟明 深圳农业银行中心支行

波动 梁伟明 深圳农业银行中心支行

时刻关注 梁伟明 深圳农业银行中心支行

道路与港口 林浩生 天威视讯

玻璃幕墙清洗工 林浩生 天威视讯

水墨渔歌 林建华 上海证券温州营业部

独钓 刘笃龙 民生银行

母爱 刘侠 双鹤药业

觅食 刘侠 双鹤药业

我的海 缪宏斌 中行衢州支行

装点大地 彭广麟 顺德人民银行

春茧狂想曲 彭毓川 中航地产

摔跤手 漆晓廷 淮安电视台金融部

一道风景线 桑金伟 农业银行慈溪支行

真情暖太湖 石家强 中金所

幻彩涌香江 宋云涛 证监会上市部

佤族狂欢 苏云霞 银河证券

色彩 孙思华 山东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每日股市》

童话世界 万苏平 江铃汽车

匆匆 汪顺陵 马钢股份

家园如画 汪炎明 永安林业

云海情怀 汪炎明 永安林业

比異齐飞 王鹤春 中信建投证券

伦敦富时指数 王鹤春 中信建投证券

传承人 王美灵 中原大化

锦绣山河 温子建 证券时报

好奇 伍倞超 广发证券

小蛮腰 伍倞超 广发证券

关注 谢东礼 工商银行

展翅欲飞 谢奕军 建设银行花都支行

微笑迎观众 谢奕军 建设银行花都支行

众星捧月 谢奕军 建设银行花都支行

组照磁州窑里的打工妹 邢景武 财达证券

梦中天鹅 邢景武 财达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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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合约上市交易 徐博南 郑商所

二十周年庆 徐博南 郑商所

参展方的旗帜在世博园迎风飘扬 许冠庠 国联安基金

夜幕下的英国馆 许冠庠 国联安基金

仙人球花 许冠庠 国联安基金

无字的丰碑 杨安平 安源股份

相印成辉 杨长荣 上海期货交易所

开门红 杨长荣 上海期货交易所

创业板：首批敲响宝钟的人 李量 证监会

收藏精品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终于反弹，放松一把” 蒋宁 大众证券报

收藏佳作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传统工艺 曹建光 永安期货公司

优秀作品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春野韵味 姚汉军 海越股份

媲美 姚汉军 海越股份

云蒸霞蔚 易国跃 北京城建

普达措风光 云建军 神马股份

滨州风光 张忠正 滨化股份

水墨江南 赵辉 江铃汽车

骑士 赵瑞敏 工商银行（退休）

茶园清早 郑廷裕 闽东电力

古厝“银线” 郑廷裕 闽东电力

古榕村早 郑廷裕 闽东电力

两和尚谈股辩经 郑永辉 财富证券

守望 郑永辉 财富证券

不夜的丽江 周国献 湖北建行

窗 周国献 湖北建行

韵律 周国献 湖北建行

最后的渔翁 周建根 苏州银行阳澄湖支行

水乡晨曦 周建根 苏州银行阳澄湖支行

一座难求 周密 建设银行南通分行

老兵手印 朱敬熹 深圳证监局

水上舞曲 朱沙欧 工商银行开封分行

北京金融街夜色 曲扬 西单商场

古松宝塔 曲扬 西单商场

金街铁算盘北京 曲扬 西单商场

舞 金文龙 海通证券

红蜻蜓 朱伟军 证券时报

迎接春天 杜艳丽 国信证券

四川康定 刘宇平 证券时报

天山之路 马炜 新疆证监局

牧马南山 马炜 新疆证监局

生死相依 吕辛 郑州商品交易所人力资源部

天人长安 李亚平 陕西证监局

春耕 刘非 江西赣州银监分局

婚礼进行曲 徐建立 平煤股份

藏乡晨曦 李冰 农业银行

民工竞技 姜天华 江山化工股份

秋色 赵惠 证券时报

蝶恋花 李卫民 中科健

瑞士风光 林海慧 证券时报

阿拉斯加冰川 聂桢 深交所

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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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孝海 证券时报

非洲野牛 熊波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幽静 曾勇 证券时报

大美纳木错 曾勇 证券时报

苍茫—南迦巴瓦群峰 曾勇 证券时报

鸟瞰塔里木河 侯丽春 新疆证监局局长

落红不是无情物 曹殿义 黑龙江证监局

欢乐时光 金建全 山东滨化集团

坝上冬牧 陈耀先 中登公司

乌镇 李小雪 证监会

漓江晨 陈耀先 中登公司

航拍喜马拉雅 陈耀先 中登公司

一锤定音 王鹤春 中信建投证券

喀纳斯秋色 陈旸 长城证券北京阜成门营业部

阿尔卑斯山小镇 陈旸 长城证券北京阜成门营业部

古堡余晖 陈旸 长城证券北京阜成门营业部

无题 张荷琴

合影 胡志生 北车股份

渔光曲 熊倩琨 中国银河证券

都市晨曲 黄俊英 中乾景隆基金

秋晨 施正越 浙江新安化工

各有所愿 漆晓廷 江苏淮安广播电视台金融信息部

冬牧图 林建华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兴海路证券营业部

润春 缪宏斌 浙江省衢州市中国银行

人勤春早 谢奕军 广州建行

东湖之冬 黄晓帆 中国人寿

秋染桃山湖 杨朝晖 三木股份

雨中色彩 蒋宁 大众证券报

梦境 张红涛 马钢股份

节日 张奎 工行岳阳分行

旧村改建 张胜秋 平安保险

飘渺 张胜秋 平安保险

商机 韩丽丽 兴业银行

苗家小小芦笙手 李志国 盐田港股份

呼伦敖包 牛树海 工行喀左支行

听荷 郑廷裕 闽东电力

童戏 黄俊英 中乾景隆基金

古埠夜话 谭秋民 工行浙江丽水分行

渔歌晨曲 杨长荣 上海期货交易所

梦幻多依树 林建华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兴海路证券营业部

网中人 伍倞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天宁路证券营业部

海角夕照 郑永辉 财富证券温州车站大道证券营业部

过节了 伍倞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天宁路证券营业部

海书 杨长荣 上海期货交易所

民族精华 曹建光 永安期货公司

徜徉油菜花海 彭毓川 中航地产控股公司

林中风情 陈健 中国人寿保险福建省漳州市分公司

荷塘映像 黄飞鸣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

金沙丽水走向神山 李量 证监会

无题 张承珠 山东滨化集团

无题 尹奉廷 山东滨化集团

街景 方华琪 中行开平支行

无题 孙硕 证监会

春晨 邵锡秋 宁波证监局

雪乡晨曦 潘慧冰 建设银行佛山支行

换新颜 姜衡 大化集团

大爱无垠 周建松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岗巴古堡夕照 周建松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花叶之韵 杨琳 北京证监局

爱意融 姚汉军 海越股份

和谐之家 杨长荣 上海期货交易所

潮涌 姚汉军 海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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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之路 李佩霞

/

摄

6

、 朝霞 梁伟明

/

摄

7

、 黄山雪霁 郑永辉

/

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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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 李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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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