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营业场所 联系电话

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3层304、305、
306A、307单元，10层1001-1011单元，10层1016-1019单元

021-38617111

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1101号10层1012-1015单元 021-38617202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3号楼8层801-812 010-59375602

西城支公司 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25号301B1（德胜园区） 010-59375726

通州支公司 通州区砖厂南里47号楼4层409 010-59375602

房山支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篱笆园南路10号院9号楼1层109 010-59375602

大兴支公司 大兴区金苑路3号1幢4层D53A 010-59375602

4 上海 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3层301-302单
元

021-23567000

江苏省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6号新晨国际大厦25楼 025-52228915

苏州中心支公司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号世纪
金融大厦1幢1005室

0512-65232896

无锡中心支公司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98号15层1505、1506室 0510-81819269

南通中心支公司 南通市深南路99号天安数码城6幢307室 0513-85128597

徐州中心支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彭城路商业区3号楼泛亚大厦11层1109室、1110室 0516-85698279

扬州中心支公司 扬州市邗江中路458号汇好数码广场6楼 0514-82988805

镇江中心支公司 镇江市京口区解放路288号镇江东邦国际商务大厦288号第10层1004室 0511-85084518

泰州中心支公司 泰州市海陵区东风南路501号 0523-81567005

南京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6号新晨大厦25层 025-52228915

常州中心支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66号九州环宇商务广场1416室 0519-85268196

宿迁中心支公司 宿迁市洪泽湖东路19号永成大厦六层 0527-81086586

连云港中心支公司 连云港市海州区凤凰大道1号3号楼119号 0518-8118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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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中心支公司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12号上成发展大厦1号楼701室 0517-83995509

6 天津 天津分公司 河西区解放南路中段西侧富裕大厦2-1501A室 022-58586100

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泉岭路8号中商国际大厦3楼、1楼102室 0532-55572888

青岛市城阳支公司 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269号盛世民生广场10层1007户 0532-55572832

青岛市黄岛支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82号东方金石1栋2单元8层802、803户 0532-55588388

青岛胶州支公司 青岛市胶州市中云街道办事处兰州西路388号4002、4020房间 0532-55572758

8 深圳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4801-01单元 0755-82137899

广东省分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3号星寰国际商业中心T1写字楼14楼02-06房 020-22892100

茂名中心支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五路111号806、805、804房 0668-2095509

湛江中心支公司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34号（恒兴公司）湛江大厦第10层05单元 0759-2699259

广州中心支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3号星寰国际商业中心T1写字楼14楼01单元 020-22892156

清远中心支公司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振兴路25号恒福商务中心6层02号 0763-3660563

河源中心支公司 河源市新市区205国道东面、文明路北边商汇大厦19层1909号 0762-3135028

佛山中心支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215号创业大厦17楼1705、1707单元 0757-83031523

中山中心支公司 中山市东区东苑南路103号大东裕商务大楼2期207、208A室 0760-88386713

东莞中心支公司 东莞市东城街道主山东城中路南163号新基地360互联网产业园A栋406室 0769-22313222

珠海中心支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北路1072号邮政综合楼804、809号房 0756-2223366

江门中心支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路73号1幢第11层01单元 0750-3290885

惠州中心支公司 惠州市江北文明一路9号富绅大厦7层710—711单元 0752-2095509

肇庆中心支公司
肇庆市黄岗管理区白石村格塘村路口（肇庆市端州一路）陈佩珍商住楼
第七卡二层

0758-2553113

梅州中心支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大坜村三角路51号首层、二层 0753-2360169

10 大连 大连分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572号26层2号 0411-825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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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分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成都香格里拉中心写字楼5楼 028-84430011

成都中心支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5楼B区 028-84437908

眉山中心支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三苏大道168号华地沃尔玛1栋2单元15层2号 028-38498818

绵阳中心支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万向西界莎拉4楼13-1号 0816-2348216

自贡中心支公司
四川省自贡市南湖生态城A-25-1地块泰丰-国际贸易中心（变更）栋C-
19-05号、C-19-06号、C-19-07号、C-19-08号

0813-8229501

凉山中心支公司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北碧府路66号康宏国际B座6楼1号 0834-3203776

南充中心支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江东中路七段1号天来大酒店10幢10层11、13号 0817-2669111

广安中心支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广武南路188号枣山物流园区轻工博览城6号楼208号,209
号,210号,211号

0826-2814666

遂宁中心支公司
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物流港物流园主干道B西南侧健坤商贸物流总部大厦
7层7-02B号、7-03号、7-04B号

0825-2623587

乐山中心支公司 乐山市市中区瑞祥路一段1507号3幢5区3楼11、12、13号 0833-2496658

德阳中心支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岷山路二段381号 0838-2656366

内江中心支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甜城大道999号家具商贸城内江电商基地6楼602室 0832-2111927

崇州支公司 崇州市崇阳镇蜀州北路177号 028-82181599

四川省分公司双流营销服
务部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三强北路二段88号1栋1楼1-3号 028-85774303

四川省分公司青白江营销
服务部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青白江大道2666号42栋1层110号 028-83686677

四川省分公司新都营销服
务部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香城大道华桂路段276号 028-83962219

四川省分公司郫县营销服
务部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望丛西路219号_221号 028-87886330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3号13层4、5单元 023-89033306

万州支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南滨大道1999号1号楼A区5楼5-3 023-58218261

辽宁省分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09-2号27层01-03单元 024-31258600

鞍山中心支公司 鞍山市铁东区解放东路16-网-S4 0412-252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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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中心支公司 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五段10-53号 0416-3229678

辽阳中心支公司 辽阳市白塔区新华路176号楼2号 0419-3659981

营口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新海大街99号五矿大厦15楼 0417-3269966

本溪中心支公司 本溪市平山区太河街三江商务大厦10楼 024-47105666

朝阳中心支公司 朝阳市双塔区友谊大街四段96号1C整座# 0421-7280888

抚顺中心支公司 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中段）41号楼门市4号 024-53872088

葫芦岛中心支公司 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177号C 0429-3220066

沈阳中心支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09-2号27层04-06单元 024-31258600 

铁岭中心支公司 铁岭市新城区泰山路18号（金月蓝湾）D西栋09房号 024-72271607

盘锦中心支公司 盘锦市兴隆台区金华小区9# 0427-2989143

沈阳市新民支公司 新民市辽河大街18号甲 024-27515678

鞍山中心支公司海城营销
服务部

海城市西四镇西四村西四镇人民政府西厢楼201室 0412-3117755

陕西省分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唐延路北段22号金辉国际广场11701-11704室 029-88628057-8601

汉中中心支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莲湖东路秦峰小区302号楼1楼 0916-2618988

榆林中心支公司 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66号 0912-3441992

西安中心支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唐延路北段22号金辉国际广场11705室 029-88628057-8201

咸阳中心支公司 咸阳市秦都区玉泉路丽彩广场11层2号 029-33779608

渭南中心支公司 渭南市临渭区杜化路与胜利路十字西北角（海兴城一层） 0913-8181881

宝鸡中心支公司 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63号院2幢1座14层12号 0917-3321581

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66-1号15楼 0571-87893672

绍兴中心支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北路360号天龙大厦1504室 0575-85133655

嘉兴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中山东路1005号交通大楼六楼东面 0573-83918098

湖州中心支公司 湖州市吴兴区锦绣苑90幢湖东路96号 0572-26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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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市府大道116-150号603-2、604-2室 0576-88866688

金华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双溪西路241号2-3楼 0579-82134001

温州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宽带路13号德丰综合大楼A幢118号 0577-56718701

杭州中心支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66-1号1503室 0571-87238336

新昌支公司 新昌县新天地广场3-4区二楼 0575-86010080

义乌支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香江大厦8楼803室（自主申报） 0579-85222266

云南省分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26号同德广场A6地块写字楼办公室35层3502
号

0871-63155333 

玉溪中心支公司 玉溪市红塔区北苑路58号（云南电信玉溪分公司4楼） 0877-2611739

曲靖中心支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三江大道北侧西湖园小区6幢商铺1-03（1） 0874-3119509

红河中心支公司 红河州蒙自市天马路西延长线晓龙岛小区27幢9号 0873-3795509

大理中心支公司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天庆路216号子元汽车城1幢三层 0872-2165509

楚雄中心支公司 楚雄州楚雄市青龙河东楚雄金瑞小区北片区第三期商铺4幢3号 0878-3249766

文山中心支公司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卧龙新村丽晶园小区50幢06号第一、
二层

0876-2123838

临沧中心支公司 临沧市临翔区洪桥花园小区S16号1-2层 0883-2166639

昆明中心支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26号同德广场A6地块写字楼办公室35层
3503-1#号

0871-63155333

河北省分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城角街672号保险产业园（教育大厦）20层 0311-86135226

石家庄中心支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城角街672号保险产业园（教育大厦）20层 0311-86135226

唐山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77号硅谷大厦1913号 0315-2333116

保定中心支公司 保定市东风路东方家园小区B区15-15-2号楼3层 0312-5909666

秦皇岛中心支公司 秦皇岛市海港区迎宾路69号香格里4-904室 0335-3073549

沧州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黄河路青春家园综合楼1301第5房间 0317-3062287

廊坊中心支公司 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80号浙商广场A座1002室 0316-2630363

邢台中心支公司 邢台市桥西区文苑路508号九方卓峰大厦11层1105-1107、1110、1111 0319-36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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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中心支公司 邯郸市开发区丛台路226号富码特大厦8层812-816室 0310-5900388

衡水中心支公司 衡水市红旗大街318号金天地大厦612室 0318-2235569

湖南省分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东塔7楼 0731-88232888

常德中心支公司 常德市武陵区沙港西路28号白马湖小区 0736-2917866

湘潭中心支公司
湘潭市高新区双马街道湘潭大道281号万达广场综合楼2602020-2602021
号

0731-52825351

株洲中心支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8号湘银大厦901号（房号908、909、910） 0731-22957168

长沙中心支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东塔7楼 0731-88232888

衡阳中心支公司 衡阳市高新区创新中心【A】座建筑（6层）【607室】 0734-2888785

湖北省分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沿江大道69号长航大厦606 027-85751631

襄阳中心支公司 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山水家园10幢2层003室 0710-3516096

黄冈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明珠大道108号汇金大厦1幢2201至2203室 0713-8356596

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杨木碶路666号和美诚广场27号13-1室（前程国际大厦） 0574-87019955

宁海营销服务部 宁海县桃源街道徐时代大道160号13-6（自主申报） 0574-65357788

山西省分公司
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一段8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8层（801号、808号、
809号、810号）

0351-5262906

山西省分公司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一段8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8层809室 0351-5262908

晋中中心支公司 晋中开发区迎宾西街100号晋商国际B座1205室 0354-3993509

晋城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泽州路3869号恩泰NEO商务中心四楼 0356-6960055

大同中心支公司 大同市平城区大庆路1号桐城怡景B座16层162、163号 0352-2291435

长治中心支公司 长治市城区桃园村紫金大厦B座5号 0355-2077103

吕梁中心支公司 吕梁市离石区龙凤南大街昌圆大厦19层 0358-3391936

运城中心支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机场大道库东路1号尚东商务写字楼3002室 0359-6367978

临汾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经济开发区河汾路国贸大厦A座19层1903室 0357-229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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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雁门大道雁门大厦12层014、015号 0350-3397306

安徽省分公司 合肥市包河区成都路2528号智慧金融城B2栋6层601室 0551-62680018

淮北中心支公司 淮北市相山区安邦商业广场1幢13层A1302号、A1303号 0561-3095509

宣城中心支公司 宣城市经济开发区亚夏汽车城2幢106室 0563-3032526

滁州中心支公司 滁州市琅琊区凤凰街道花园东路999-2号 0550-3926057

蚌埠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凤凰大厦A座11楼2号、3号 0552-4031012

宿州中心支公司 宿州市墉桥区迎宾大道金色家园S2-1幢0105号 0557-2522001

芜湖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万春西路融汇科技园3栋 0553-5623002

福建省分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216号福建山亚商贸有限公司科技综合大楼8层D区
（注：电梯9层）

0591-83276667

泉州中心支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温陵北路354-1号富临新天地商贸区1幢A楼 9 层 01
单元

0595-22199670

漳州中心支公司 漳州市龙文区新浦东路4号荣昌花园荣昌广场C座D2号西侧 0596-3920150

莆田中心支公司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胜利南街1589弄98号3号楼503室 0594-2502938

龙岩中心支公司 龙岩市新罗区西陂街道龙岩大道276号龙工大厦（A#楼）二层（西南面） 0597-2200618

福建省分公司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对湖街道上三路216号福建山亚商贸有限公司科技综
合大楼B座0802室

0591-83203730

山东分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中润世纪城17号楼1201 0531-81288777

烟台中心支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8-3号鲁东国际17楼 0535-6082869

威海中心支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2号2006室（中信大厦） 0631-5197657

潍坊中心支公司 潍坊市奎文区胜利街与北海路交叉口西南角财富国际商务大厦21层2101 0536-8168001

临沂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路6号1号楼101临沂软件园（金科财税大
厦）

0539-6018081

淄博中心支公司 淄博市张店区世纪路30号B座 0533-3186931

聊城中心支公司 聊城市开发区东昌东路177号当代国际大厦17层1702、1703室 0635-868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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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中心支公司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383-8号金廷公馆10号楼2002室 0543-3150086

泰安中心支公司 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288号 0538-6368188

日照中心支公司 日照市高新区学苑路237号高新智慧谷园区3号楼6层603室 0633-8091036

德州中心支公司
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八东路1288号（鑫星国际大厦16楼北东数第一
间和第二间）

0534-2720185

济宁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洸河街道新元路与长虹路交汇处王庄社区服务楼5楼
5006-5007房间

0537-2172828

济南中心支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中润世纪广场17号楼1203 0531-81288788

烟台市莱州支公司 莱州市城港街道北苑路财富大厦518 0535-2877018

广西分公司
南宁市良庆区凯旋路16号广西裕达集团南宁五象总部基地广东大厦二十
九层2906号

0771-5782915 

柳州中心支公司 柳州市城中区晨华路10号嘉逸财富大厦 2 单元 7-1（701室） 0772-8805803

玉林中心支公司 玉林市广场东路271号楼房二、三楼 0775-2260898

桂林中心支公司 桂林市七星区骖鸾路35号佰鑫大厦8楼 0773-8288931

河南省分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11号楼1901.1905.1906室 0371-60941818

洛阳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路39号天元在水一方9幢1-606、607、608室 18638863885

信阳中心支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府前路南侧（府都花园北侧）1幢101号门面房 0376-6767702

安阳中心支公司 安阳市殷都区文明大道与铁一路交叉口清风和祥家园1#商业楼一楼西 0372-5396905

南阳中心支公司 南阳市工业路225号兴达商务楼1号楼4层NP室 0377-60662073

江西省分公司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1005室、1007室 0791－88555616

九江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九龙街07-1地块龙翔国贸大厦801室 0792-8318182

赣州中心支公司
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1号御景江山小区1号楼1404室、
1405室、1406室

0797-8681196

上饶中心支公司 上饶市信州区滨江西路66号1、2、3、5幢2#商业用房2213、2214 0793-8088735

南昌新建支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文鼎华苑小区3#商铺A5室（2层） 0791-8855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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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中心支公司 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9号商会大厦办公1805号 17687919180

贵州省分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毕节路58号联合广场3楼3-1、3-2、3-3、3-8 0851-85229101

遵义中心支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昆明路世贸城8幢12层11、12、13号 0851-28321117

六盘水中心支公司 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大道荷城花园建业国际大厦21层 0858-8696788

安顺中心支公司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265号桂龙国际10层1号1012号（一半）
、1013号

0851-33334499

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高速路南128号内蒙古低碳经纪总部
大厦综合楼6层606-6012室

0471-3333659

鄂尔多斯中心支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2号街坊恒安办公区1号楼1304、1305、1306室 0477-3889189

包头中心支公司 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98号包头金融广场1-C1102 0472-6190172

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高速路南128号内蒙古低碳经纪总部
大厦综合楼6层606-6012室

0471-3333666

通辽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都新城小区商业一-/-106 0475-6202070

赤峰中心支公司
赤峰市松山区物流园区巴林大街北侧五金机电城二期1号写字楼1-1006、
1-1005（中信大厦A座）

0476-5963567

兴安盟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查干西大街德润家园3号楼12号 0482-8831737

30 厦门 厦门分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19号湖里大厦1004单元 0592-2030768

黑龙江分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三大动力路39号香坊金融大厦1层和4层 0451-51910398

大庆中心支公司 大庆市高新区新风路4-2号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园B4座 0459－8973313

牡丹江中心支公司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卧龙街27-B号世贸南外滩小区101号商服 0453-6187767

佳木斯中心支公司 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东路217号 0454-8220789

32 新疆 新疆分公司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969号二楼南侧 0991-2303890

吉林分公司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证大立方大厦第一幢24层2405、2406、2407、2408室 0431-89154066

四平中心支公司 四平市铁东区南一马路汽车配件市场主楼北属9号 0434-77874058

吉林中心支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林大街121号中海.紫御江城9号办公楼1单元6层34
号

0432-215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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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分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康平西路悦海新天地写字楼B座9楼 0951-7632386  

吴忠中心支公司 吴忠市利通区裕民西街富康商务中心8楼 0953-6588563

中卫中心支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怀远南路御景华城30号 13099503222

35 甘肃 甘肃省分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高新技术开发区雁东路骆驼滩289号陇星能源开
发园区A座七层701室、706室

0931-5109653

34 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