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称 分公司/中支 接待日期及时间 接待人员 职务 电话 接待具体地址

安徽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王武 分公司副总经理 0551-64683788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239号富广大厦24楼洽谈室

合肥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陈小东 中支总经理 15639004455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239号富广大厦23楼柜面

蚌埠中心支公司 8月14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4:30-18:00 孔莉 中支总经理 18705529020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凤阳西路8号福荣大厦5楼富德生命人寿客户接待室

淮南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7:30 张林 中支总经理 0554-2603166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路瑞金大厦14层富德生命人寿淮南中支洽谈室

淮北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王磊 中支总经理 0561-3158288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惠苑路78号中央花城北区11栋8楼富德生命人寿VIP接待室

安庆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孙俊峰 中支总经理 0556-5581615 安庆市孝肃路118号中宜大厦B座五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滁州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4:00-17:30 李宏骅 中支总经理 0550-3909158
安徽省滁州市丰乐大道795、797号商业及丰乐大道767号（城市之光）1幢办公205-209
室、213-216室

阜阳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谢炎 中支总经理 0558-2225905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中路258号通达大厦C楼富德生命人寿阜阳中心支公司四楼视
频会议室

宿州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曾维民 中支总经理 0557-3695535 安徽省宿州市磬云路与淮河路交叉口磬云大厦12楼生命人寿洽谈室

六安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张建国 中支总经理 0564-3217521 安徽省六安市裕大别山路舒怡花园11号楼7楼生命人寿中支VIP室

亳州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王琦 中支总经理 0558-8109691 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与芍花路交叉口帝都大厦九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宣城中心支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费朝阳 中支总经理 0563-5226111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星隆国际广场22栋24楼富德生命人寿VIP客户接待室

北京 北京分公司 8月1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4:00-17:00 崔克勤 分公司副总经理 010-82292568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56号生命人寿大厦二层洽谈室

大连 大连分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6:00 赵晖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411-82568018 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25号世贸大厦39楼客户洽谈室

福建分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张俊 分公司副总经理 0591-28358366 福州市五一南路1号联信中心23层客服柜面

莆田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张雷 中支副总经理 0594-7559922 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52弄6号恒信大厦三楼柜面

三明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戴兴东 中支总经理 0598-5100590 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350幢梅园国际大酒店9层柜面

泉州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李俊 中支总经理助理 0595-29011000 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嘉信大厦12楼柜面

漳州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沈娟妹 中支副总经理 0596-6186999 漳州市龙文区龙文大道碧湖万达广场写字楼B座2003号-2007号柜面

南平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朱彩凤 中支负责人 0599-8879777 南平市八一路338号汇丰大厦501号、502号柜面

龙岩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吴玉珍 中支副总经理 0597-2262198 龙岩市新罗区西城登高西路163号富山国际大厦21楼柜面

宁德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张云鹏 中支负责人 0593-7189003 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103号坤元大厦4楼柜面

甘肃分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夏涵文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931-8773992 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701号之1号伊真大厦10楼分公司接待室

兰州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刘志广 中支副总经理 0931-8773999 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互助巷701之一伊真大厦5层公司柜面

金昌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苏国仁 中支负责人 0935-8397799 金昌市金川区建设路中港PARK(A座)二楼接待室

白银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50 司小军 中支负责人 0943-8284001 白银市白银区中泰万盛商务大厦5F公司柜面

天水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陈海博 中支副总经理 13919262727 天水市秦州区建设路185号工商银行10楼洽谈室

武威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李锦萍 中支总经理助理 0935-2889009 武威市凉州区北关西路74号1号楼商业4层VIP客户服务室

张掖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任子亮 中支总经理助理 0936-8865766 张掖市甘州区西大街临泽北路天薇嘉园综合楼三层公司柜面

平凉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30 周海峰 中支负责人 0933-8552771 平凉市崆峒区绿地广场人寿大厦5、6楼VIP室

酒泉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朱喜兰 中支负责人 0937-5911171 酒泉市肃州区广场东路9号酒泉洪洋财富大厦17层接待室

庆阳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30 由维谦 中支负责人 0934-8895535 庆阳市西峰区岐黄大道1号东方丽晶城市综合体2单元9层公司柜面

广东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张华磊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20-66837618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7号高德置地春广场B座13楼洽谈室

广州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方红 中支副总经理 020-6683485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45号粤能大厦6楼洽谈室

珠海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4:30-16:30 赵佳 中支负责人 0756-3336933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山路188号粤财大厦2楼富德生命人寿公司洽谈室

8月1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王沁洋 中支总经理 13825871777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汕融大厦西梯613洽谈室

8月1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关维 中支副总经理 18023240288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汕融大厦东梯梯1008洽谈室

佛山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卢洋 中支总经理 18675731216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3号瑞山大厦10楼柜面

江门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季新民 中支副总经理 0750-3092638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环市街道建设三路135号1幢401室（绿岛商城）洽谈室

湛江中心支公司 8月1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杨超华 中支负责人 13822581813
广东省湛江市开发区绿华路12好锦绣华景综合楼第一层A07单元及第四层D16、D18、
D19单元
洽谈室

茂名中心支公司 8月2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温伟东 中支总经理 0668-2155255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文明中路1号富德生命人寿一楼柜面

肇庆中心支公司 8月20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张功林 中支总经理 0758-2267183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黄塘东路康乐花园11幢14卡富德生命人寿肇庆中支洽谈室

惠州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潘援 中支总经理 0752-5301557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文明一路9号富绅大厦16楼公司柜面

梅州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凌勇 中支总经理 0753-2201896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金燕大道宝盈国际大厦7楼洽谈室

汕尾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黄淑芬 中支副总经理 0660-3696838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汕尾大道中段西侧中银大厦9楼(金银湾酒店同入口)柜面

河源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30 欧阳波 中支总经理助理 `0762-8913955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建设大道凯旋城写字楼15层洽谈室

清远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丘建房 中支总经理 0763-3125933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振兴路25号恒福商务中心10层办公室01、02、03、05号洽谈室

东莞中心支公司 8月10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郭小平 中支总经理 0769-27228739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胜和广场A座3楼洽谈室

中山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30 白易生 中支副总经理 0760-87989268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五路48号英联时代广场B座 一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潮州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曾庆伟 中支总经理 0768－2520866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枫春路400号嘉得国际11楼洽谈室

揭阳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黄柱光 中支总经理 18927077565 广东省揭阳市东山临江北路东以西东升路以北时代华府第5,6号商铺洽谈室

云浮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杨震 中支总经理 0766-8905278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兴云西路与闻莺路交汇处（兴业广场）5楼洽谈室

广西分公司 8月20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向鸿 分公司副总经理 0771-2538098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57号财富国际广场2号办公楼第七层：分公司洽谈室

南宁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屈海杰 中支总经理 0771-5578996 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118号南宁青秀万达广场西1栋29楼：南宁中支洽谈室

柳州中心支公司 8月21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4:30-18:00 梁鸿俭 中支总经理 0772-3025333 柳州市柳北区三中路68号文轩大厦二楼前台

桂林中心支公司 8月20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蔡依闯 中支总经理助理 0773-2634433 桂林市七星区骖鸾路4号花样年众鼎大厦9楼桂林中支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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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林婉媚 中支负责人 18677400911 梧州市新兴二路108号翠薇居1号楼一层7号梧州中支柜面

北海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00 莫萌 中支负责人 0779-2095270 广西北海市广东路1号亿海澜伯湾2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贵港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韦金丽 中支负责人 0775-5935535 贵港市中山北路147号观天下北区三楼西北BF11-13号贵港中支柜面

玉林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罗桂成 中支负责人 0775-5778899 玉林市玉东大道61号富林·金桂丽湾绿兰园L-6#1010玉林中支柜面

来宾中心支公司 8月20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4:30-18:00 陈大荣 中支负责人 0772-8900777 来宾市兴宾区翠屏路1号博物馆1楼：来宾中支柜面

贵州分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何松 分公司总经理
0851-88568122-

08517676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西路1号峰会国际大厦29-30层VIP室及前台

贵阳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和振全 中支总经理 0851-86709199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1号振华科技大厦17层柜面

遵义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谢端 中支总经理助理 0851-28791802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城上城信合大厦16楼柜面

铜仁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王琪武 中支负责人 0856-6938600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金滩半岛豪苑C栋12楼柜面

安顺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陈权 中支总经理 0851-38102155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塔山西路15号安顺商储大楼6楼附层柜面

黔南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黄波 中支总经理 0854-8515253 贵州省都匀市环东中路233号剑峰生态小区一期瑞林苑三层柜面

六盘水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30 陈俊成 中支培训部经理 0858-8762335 六盘水市钟山中路103号建业国际大厦13楼柜面

黔东南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汪凯 中支总经理助理
 0855-2255659 贵州省凯里市环城南路金泉花园二期三楼柜面

海南分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陈平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898-31988710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2号时代广场一楼富德生命人寿客服VIP室

海口中心支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杨志雄 中支负责人 0898-32161300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8号财富中心13楼海口中支洽谈室

三亚中心支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史春国 中支负责人 0898-88338112 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355号汇林大厦四层三亚中支洽谈室

儋州中心支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孙畅 中支负责人 0898-23390455 儋州市那大文化北路8街富德生命人寿一楼儋州中支洽谈室

河北分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陆明维 分公司副总经理 0311-66706693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南小街10号中信大厦7层石家庄中支VIP接待室

石家庄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赵颖毅 中支总经理 0311-66706596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南小街10号中信大厦7层石家庄中支VIP接待室

唐山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武玉峰 中支总经理 0315-6727826 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开发区龙泽北路554号唐山中支洽谈室

秦皇岛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郭炎锋 中支总经理 0335-3911988 河北省秦皇岛市建设大街292号秦皇岛中支洽谈室

邯郸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李献海 中支总经理 13832092939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北大街29号阳光大厦22层客服大厅

邢台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宫冬生 中支总经理 0319-3895535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新兴西大街169号邢机铸诚公司三层邢台中支客户接待室

保定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王朋冲 中支总经理 0312-3310288 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中路108号水晶国际商务楼A座13楼保定中支客户接待室

张家口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高跃军 中支总经理 0313-2562699 张家口市桥东区解放后街一条4号七层张家口中支洽谈室

承德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李博箭 中支总经理 0314-2569858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富华新天地一期1栋16层承德中支柜面

沧州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常斌 中支总经理 0317-3578387 沧州市新华东路6号报业大厦5楼沧州中支洽谈室

廊坊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董兆胜 中支总经理 0316-2600028 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89号商务大厦五楼廊坊中支洽谈室

衡水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毕淑环 中支副总经理　 0318-2881555　 河北省衡水市永兴路766号格林写字楼一楼衡水中支客服大厅

河南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杨相东 分公司总经理 0371-87077880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4号中国人保大厦10楼富德生命人寿河南分公司柜
面

郑州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郭文峰 中支总经理 0371-65788526 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北32-17号财富广场1号楼18楼富德生命人寿郑州中支柜面

开封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冯帅 中支副总经理 0371-23938188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新都汇上河城小吃街2楼富德生命人寿开封中支柜面

洛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韩富荣 中支总经理 0379-65295535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西路44号9幢2楼富德生命人寿洛阳中支洽谈室

平顶山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8:00 彭真伟 中支总经理 0375-7081629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200米路南富德生命人寿平顶山中支洽
谈室

安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8:00 张胜 中支副总经理 0372-3280536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大道与红旗路交叉口东南角金豪数码广场4楼富德生命人寿安
阳中心支公司柜面

鹤壁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8:00 李德波 中支总经理 0392-3298887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南段原新闻出版局1-3层富德生命人寿鹤壁中心支公司柜
面

新乡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8:00 关军 中支总经理 0373-2032001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88号佛力得酒店4楼富德生命人寿新乡中支洽谈室

焦作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00 侯建宾 中支副总经理 0391-3696668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丰一街609号富德生命人寿焦作中心支公司柜面

濮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左献云 中支总经理 0393-4405333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开州南路聚源酒店6楼富德生命人寿濮阳中支洽谈室

许昌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赵海涛 中支总经理助理 0374-8379006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与德兴路交叉口景鸿东湖翡翠小区东门向北50米富德生
命人寿许昌中心支公司柜面

漯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杨静蓉 中支临时负责人 0395-2195535 河南省漯河市人民路与交通路交叉口富德生命人寿漯河中心支公司柜面

三门峡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7:30 上官国彬 中支临时负责人 0398-2118808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六峰路与河堤路峰桥国际二楼富德生命人寿三门峡中心支公司
VIP接待室

南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王鹏 中支总经理 0377-61610222 河南省南阳市人民路149号鸿雁大厦15层富德生命人寿南阳中心支公司洽谈室

商丘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00 杨曼 中支副总经理 0370-6703068 河南省商丘市中州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西100路北富德生命人寿商丘中心支公司柜面

信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00 娄纪伟 中支总经理 0376-6505355 河南省信阳市申城大道交通银行8层富德生命人寿信阳中心支公司VIP接待室

周口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史卫杰 中支总经理 0394-6073888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与太昊路交叉口富德生命人寿周口中支洽谈室

驻马店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8:00 苑乃松 中支总经理 0396-3316789 河南省驻马店市团结路218号富德生命人寿驻马店中心支公司洽谈室

济源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8:00 王贝贝 中支营运部经理 0391-6269777 河南省济源市文昌中路文昌商务楼三楼富德生命人寿济源支公司VIP接待室

黑龙江分公司 8月6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董军 分公司副总经理 0451-8715252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富德大厦6层洽谈室

哈尔滨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何永祥 中支副总经理 0451-8586300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140号洽谈室

齐齐哈尔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冯春玲 中支副总经理 0452-598836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龙华路105号洽谈室

鸡西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万志勇 中支总经理 0467-2887201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西山路45号富德生命人寿4楼洽谈室

鹤岗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孙洪刚 中支总经理 0468-3853199 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9委1组解放路44号三江宾馆103室洽谈室

双鸭山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马晓佳 中支总经理 0469-6122110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五马路华兴酒店四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大庆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马连松 中支总经理 0459-6677761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热源街一号富德生命人寿一楼VIP室

伊春中心支公司 8月19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丁明霞 中支总经理 0458-6163078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通河路44号富德生命人寿5楼洽谈室

佳木斯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孙丽萍 中支总经理 0454-8349813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山路长城书店四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七台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张宇 中支总经理 0464-8228121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金融大厦左配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牡丹江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万勇超 中支总经理 0453-5790727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太平路136号南江宾馆一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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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中心支公司 8月2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岳志鹏 中支总经理 0456-6186610 黑龙江省黑河市迎恩路富德生命人寿黑河中支柜面

绥化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杨擘 中支总经理 0455-2778003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康庄路世纪方舟三区7栋14-16号柜面

湖北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李陕生 分公司副总经理 027—8768709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456号（中建三局大楼）新时代商务中心26楼接待洽谈室

黄石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肖菲 中支总经理 0714-62225166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954号黄石港区总部经济大厦一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十堰中心支公司 8月23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余聪 中支总经理助理 0719-8681000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北路98号武当广场6B4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宜昌中心支公司 8月8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曾庆玲 中支副总经理 0717-6588769 湖北省宜昌市二马路一号金石华邸5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襄阳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徐耕 中支总经理助理 0710-3484488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45号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鄂州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郭婷婷 中支总经理 0711-3862176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武昌大道302-3号，南悦大酒店九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荆门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刘炎宏 中支副总经理 0724-6079501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月亮湖北路与果园二路交汇处（金马超市二楼）富德生命人寿
柜面

孝感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吕嘉 中支总经理 0712-2858497 湖北省孝感市槐荫大道西段路北52号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荆州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胡涛 中支总经理 0716-8117292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西路192号天然气大厦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黄冈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何杰 中支总经理 0713-8355455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西湖三路（与黄州大道交界处）教育小区商业楼1楼富德生命人寿
柜面

咸宁中心支公司 8月23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赵红刚 中支负责人 0715-8278725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花坛中商万顺达写字楼16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随州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何勇 中支副总经理 0722-3232389 湖北省随州市烈山大道市民中心6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恩施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曹兵 中支副总经理 0718-8262038 湖北省恩施市施州大道206号金典大厦三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湖南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龙晓棣 分公司副总经理 0731-88315099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00号华侨国际大厦19楼VIP室

长沙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徐文启 中支总经理 0731-82869889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绿地中心T1栋19楼柜面

株洲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刘剑纯 中支总经理 0731-22957700 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湘山路口新安居建材市场3栋501柜面

湘潭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尤劲 中支总经理 0731-52825318 湘潭市岳塘区华隆步步高广场C座商务楼25楼柜面

衡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刘懿德 中支总经理 0734-2897999 衡阳市蒸湘区蒸湘北路19号华亿明珠柜面

邵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唐轩 中支总经理 0739-2291931 邵阳市大祥区敏州西路华夏田园36栋2楼柜面

岳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方雄 中支总经理 0730-2989399 岳阳市洞庭大道208号“缤纷年华”商住楼二楼西边柜面

常德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佘文清 中支总经理 0736-2983217 常德市武陵区洞庭大道1143号东润大厦401号柜面

益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唐建红 中支总经理 0737-2223222 益阳市康复南路291号五洋贸易大楼一楼柜面

郴州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董东玲 中支总经理 0735-2121687 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南路2号天华大厦2楼柜面

怀化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黄绍平 中支副总经理 0745-8666622 怀化市鹤城区湖天大道云集路南苑楼2楼柜面

娄底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曹新春 中支副总经理 0738-8921700 娄底市娄星区学院路人文大厦7楼柜面

吉林分公司 8月21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7:00 刘洋 分公司总经理
0431-88756666-

6767
长春市南关区长春大街621号正荣大厦2楼VIP室

长春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7:00 齐敏 中支总经理
0431-88756666-

6911
长春市南关区长春大街621号正荣大厦15楼会议室

吉林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7:00 冯利军 中支总经理 0432-63325755 吉林市解放西路208号  昌茂花园2号楼富德生命人寿客服柜面

四平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00-17:00 胡向群 中支副总经理 0434-3595535 四平市铁西区北仁兴街100号建银大厦七楼富德生命人寿客服柜面

辽源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7:00 李振国 中支副总经理 0437-3229277 辽源市龙山区东吉街吉明小区1号楼会议室

通化中心支公司 8月20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7:00 吴宏刚 中支总经理助理 0435-6889611 通化市金城时代购物广场7楼客户服务中心柜面

白山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00-17:00 姜振光 中支总经理 0439-5115888 白山市浑江区安泰商都1#楼14层洽谈室

松原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00-11:30 下午13:00-17:00 王宝喜 中支副总经理 0438-2215118 松原市宁江区城区青年大街4569号新宇开发大厦五楼营运部柜面

白城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3:30-17:00 陈晓东 中支副总经理 0436-5881666 吉林省白城市洮安东路41号客户接待室

延边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00-10:00 下午13:00-17:00 王路斯 中支总经理助理 0433-2261900 延吉市站前街海兰江工行五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江苏分公司 8月13日 上午8:45-12:00 下午13:30-17:30 梅华国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25-66083300-6811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新地中心47楼洽谈室

南京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张浩伟 中支总经理 025-86956818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01号文荟大厦13楼洽谈室

无锡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45-11:30 下午13:30-17:30 桑永青 中支总经理 0510-88662596 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188号国邮大厦19楼洽谈室

徐州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45-12:00 下午13:30-17:00 王明玉 中支总经理 0516-82160101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少华街115号中联五交化综合楼五楼洽谈室

常州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邵凯 中支总经理 0519-88015503 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中路8号2幢4楼洽谈室

南通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朱红玉 中支总经理 0513-85353666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12号中南世纪城34幢24楼洽谈室

连云港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30 雷星 中支总经理 0518-85618000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南路102号建院观筑大厦B座17楼洽谈室

淮安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30 朱向阳 中支总经理 0517-86219699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东路一号丰惠广场29层柜面

盐城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4:00-18:00 杨春华 中支总经理 0515-88123301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建军东路63号四楼洽谈室

扬州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45-11:30 下午13:30-17:30 赵鹏涛 中支总经理 0514-85160109 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东路2号环球金融城2幢9楼柜面

镇江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45-11:30 下午13:30-17:30 费静露 中支总经理助理 0511-85118801 江苏省镇江市电力路39号中基大厦4楼柜面

泰州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夏桂峰 中支总经理 0523-82111988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480号5楼柜面

宿迁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1:45 下午13:30-17:45 周波 中支总经理 0527-82088961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西湖路139号交通银行14楼洽谈室

江西分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桂衍胜 分公司总经理 0791-83835065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商都路88号锐拓融和大厦11层VIP接待室

南昌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卢铭文 中支总经理 0791-86371312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6号洽谈室

景德镇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刘能泉 中支总经理 0798-8589100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西路58号汉庭酒店三楼中支洽谈室

萍乡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曾祥旺 中支总经理 0799-6890558 江西省萍乡市楚萍东路润达国际综合体综合楼22楼洽谈室

九江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许榕 中支副总经理 0792-8320057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长虹大道266号（原666号）联信大厦1幢不分单元1501号洽谈室

新余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王晓岚 中支总经理 0790-6666028 江西省新余市仙来中大道199号钟山国际酒店五楼洽谈室

鹰潭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曾子峡 中支总经理 0701-6287531 江西省鹰潭市环城东路2号明珠广场2楼洽谈室

赣州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刘铭桂 中支总经理 0797-8112318 江西省赣州市长征大道31号赣州商会大厦主楼二楼洽谈室

吉安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周莲 中支总经理 0796-8207603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9号商会大厦三楼洽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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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付晓辉 中支总经理 0795-3580982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钓台路809号台商大厦19楼洽谈室

抚州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王芳 中支总经理 0794-8219009 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大道北延伸段131号A02鸿福雅居二期2-01室VIP室

上饶中心支公司 8月7号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庄继南 中支总经理 0793-8155535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滨江西路66号万达广场写字楼奎文座28楼洽谈室

辽宁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曹营 分公司副总经理 024-22813456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197号汇锦金融中心26层洽谈室

鞍山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蒋延强 中支副总经理 0412-5665575 辽宁省鞍山市华艺大厦M层富德生命人寿接待室

抚顺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李艳锋 中支总经理 024-52679731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1号国美电器四楼富德生命人寿抚顺中支接待室

本溪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10:00-11:30 下午14:00-15:30 梁宝顺 中支总经理 024-42809963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解放北路29号海联商务宾馆4楼接待室

丹东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30 青平 中支总经理 0415-2177618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三经街13-12号11楼洽谈室

锦州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00 刘红宇 中支总经理 0416-3124366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四段1-61号富德生命人寿保险公司锦州中支二楼接待室

营口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滕绍辉 中支总经理 0417-2631888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10号皇朝商务会馆4楼客户接待室

阜新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3:00-17:00 孟德志 中支总经理 0418-2175566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经纬路22号4层接待室

辽阳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杨继平 中支总经理 0419-3663333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47号富德生命人寿一楼接待室

盘锦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刘英博 中支副总经理 0427-2283123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泰山路金河南小区商网15号富德生命人寿二楼接待室

铁岭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00 苏晓烈 中支总经理 024-72276333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南马路39号兴天写字间四楼接待室

朝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00 赵相福 中支总经理 0421-6689199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华星大厦A座八楼接待室

葫芦岛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张景荣 中支总经理 0429-2151529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盛世华堂三楼接待室

内蒙古分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郭中涛 分公司总经理 0471-3257006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路巨海商厦5楼东侧小会议室

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郑子军 中支总经理 0471-325300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大街内蒙古大厦C座2楼会议室

包头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吴发 中支总经理 0472-6167571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十号中环国际B座1010室会议室

乌海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李强 中支总经理 0473-6952159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北路164号会议室

赤峰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李丽军 中支总经理 0476-5951683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路天王国际商务楼9楼会议室

通辽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柴振强 中支总经理 0475-6185159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五中东门对面会议室

鄂尔多斯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陈德凯 中支总经理 0477-3110728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环路7号宏源一品财富中心22层会议室

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孙瑜 中支总经理 0470-3572969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正阳办草市街尚品国际129门市会议室

巴彦淖尔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王平 中支总经理 0478-780851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胜利北路华澳大厦8楼会议室

乌兰察布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院辉 中支总经理 0474-4805004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幸福广场5栋4楼会议室

兴安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王斌 中支总经理 0482-8211017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成吉思汗公园旅游服务中心1号会议室

锡林郭勒盟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韩智龙 中支总经理 0479-6930022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察哈尔大街北侧、额尔敦路西侧维多利商业广场7#12楼会议室

阿拉善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5:00-17:00 杨春玮 中支总经理 0483-3984223 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巴彦浩特镇土尔扈特南路原质量技术监督局3楼会议室

宁波 宁波分公司 8月14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30 李广禹 分公司总经理 0574-27879088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10层1006洽谈室

宁夏分公司 8月2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黑云 分公司总经理 0951-5925006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亲水大街万达中心6号写字楼5层，富德生命人寿宁夏分公司柜
面大厅

银川本部 8月21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卞建武 中支总经理 15595065333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国际贸易中心C栋16层，富德生命人寿宁夏分公司银川本部柜面大厅

石嘴山中心支公司 8月21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田捷 中支总经理 13259520999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永康南路A1号楼，富德生命人寿宁夏分公司石嘴山
中心支公司柜面大厅

吴忠中心支公司 8月21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赵云 中支总经理 0953-2276555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裕民西街西段永昌城市花园西侧，富德生命人寿宁夏分
公司吴忠中心支公司柜面大厅

中卫中心支公司 8月21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李华 中支总经理 0955-6559001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美利城市风景A、B、C座商住楼3-3C02，富德生命人寿宁夏分公
司中卫中心支公司柜面大厅

青岛分公司 8月6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00 贺敏 分公司副总经理 0532-55731266 青岛市市北区镇海路32号凯景广场7号楼1楼洽谈室

市区一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00 陈庆祺 中支总经理 0532-55731901 青岛市市北区镇海路32号凯景广场7号楼1楼客服大厅

黄岛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00 曹方军 中支总经理 0532-84461397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中路519号建国大厦10楼客服大厅

平度中心支公司 8月2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00 吕东海 中支总经理 0532-86637800 青岛市平度市苏州路2-59号4楼客服大厅

即墨中心支公司 8月8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7:00 孙云洁 中支总经理 0532-55657609 青岛市即墨区振华街128号万丽国际广场A座1601室

厦门 厦门分公司 8月15日 上午8:45-11:45 下午14:00-17:30 吴文辉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592-5865281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309号宏泰中心17楼VIP接待室

山东分公司 8月20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徐慧敏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531-55510508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与东外环路交叉口、二环东路东侧中润世纪财富中心1号楼15层富
德生命人寿山东分公司客服大厅柜面

山东本部 8月16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崔强 中支总经理 0531-62351686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717号齐源大厦B座4楼客户服务中心

淄博中心支公司 8月2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黄崇元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533-6217515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万杰路106号富德生命人寿一楼客户服务大厅

枣庄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孙健 中支副总经理 0632-3195535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与青檀南路十字路口南150米路西，鑫和国际佳园7号楼4层
01号商铺四楼客户服务大厅

东营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杜钇伯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546-8995535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740号天顺隆大厦1楼客服前台


烟台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崔晋 中支总经理 0535-6868376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177号润华大厦2号楼21楼 客户服务中心

潍坊中心支公司 8月2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历春晖 中支总经理 0536-8207200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以北鸢飞路以西（胜利东街5021号)阳光100城市广场13
号楼2层 客户服务中心

济宁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赵勇 中支总经理 0537-2716616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任城大道中德广场富德生命人寿济宁中支营运客服大厅

泰安中心支公司 8月2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李娜 中支总经理 0538-8089808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中兴大厦B区二楼富德生命人寿泰安中支客服大厅

威海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贾腾飞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631-5191928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3-1号海裕城D座2楼 客户服务中心

日照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赵建凯 中支临时负责人 0633-3322800
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197号日照国际金融中心2号楼20层富德生命人寿日照中支客服大
厅

临沂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刘全德 中支总经理 0539-8055535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与滨河路交汇处西南天元国际1＃商业楼2层客服前台

德州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冯占宏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534-2446999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三八东路鑫星国际大厦2楼富德生命人寿德州中支客服大厅

聊城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丁锐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635-8200336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办事处昌润路柳泉花园12、33号联体商住楼3楼客户服务中
心

滨州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李壮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543-3295535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538号富德生命人寿滨州中支客户服务中心

菏泽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 孔庆丽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拟任）
0530-5695535 山东省菏泽市长江路山海天泰11楼1126客户服务中心

山西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李可甲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351-5257066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88号兴业大厦三层分公司客服中心VIP室

太原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王继君 中支总经理 0351-5261637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50号安业集团2幢1层富德生命人寿太原中支客服中心VIP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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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郭勇斌 中支总经理 0354-3995819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中都路118号泰隆大厦五层晋中中支客服中心VIP室

运城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姜智斐 中支总经理 0359-6367559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周西路1号中银大厦三层运城中支客服中心VIP室

临汾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宋荣辉 中支总经理 0357-3989502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南傻二电脑城六层富德生命人寿临汾中心支公司客服中心洽
谈室

吕梁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刘艳红 中支总经理 0358-8406655 山西省吕梁市离市区龙凤北大街金鼎大厦七层吕梁中支客服中心VIP室

长治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胡军 中支总经理 0355-3523618 山西省长治市太行东街266号三建商务大厦三层长治中支客服中心VIP室

陕西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王芳 分公司副总经理
029-68206591/

68665949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46号中银大厦六层洽谈室

西安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焦文雄 中支总经理 029-68207012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79号广丰国际大厦一楼柜面

铜川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罗英 中支副总经理 0919-8181392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五一路61号延安饭店4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宝鸡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常伟民 中支副总经理 0917-3238168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1号陕西建工安装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三楼洽谈室

咸阳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仇宝平 中支负责人 029-38011936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丽彩大厦14层1402室洽谈室

渭南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刘志娟 中支总经理 0913-303600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仓程路南段富德生命人寿大厦一楼洽谈室

延安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龙龙 中支总经理 0911-2653334 陕西省延安市枣园路圣都国际A栋B座7层洽谈室

汉中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谢睿龙 中支总经理 0916-2101606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门桥东方新世界三层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榆林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赵鹏 中支负责人 0912-8168664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13号白云通讯大厦二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安康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陈绪山 中支副总经理 0915-3331986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党校路南苑国际5号商铺金秋家电三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商洛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马宁 中支负责人 0914-2180110 陕西省商洛市通江路时代华城5楼富德生命人寿洽谈室

上海 上海分公司 8月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7:30 冯天赐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21-28993204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707号902室

深圳 深圳分公司 8月7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5:00-17:00 叶超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755-33988599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6033号金运世纪大厦17楼VIP接待室

四川分公司 8月19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邓瑶 分公司副总经理 028-86586655 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216号喜年广场A座48层公司接待室

成都本部 8月8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刘知 中支负责人 028-66015500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二号汇日央扩国际广场18楼会议室

攀枝花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蔡燕平 中支总经理 0812-3988301 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493附12号金泰境界三楼VIP接待室

泸州中心支公司 8月8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江启扬 中支总经理 0830-6660101 泸州市龙马潭区云腾路6号1幢7层1号VIP接待室

德阳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李陆兵 中支负责人 0838-2302552 德阳市龙泉山南路一段丹江街222号公司二楼接待室

绵阳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8:30-11:50 下午13:50-17:30 刘佳 中支总经理 0816-8031080 绵阳市涪城区万达广场SOHO一单元22楼富德生命人寿绵阳中支前台

广元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09:00-12:00 下午14:30-17:30 薛慧 中支副总经理 0839-2850521 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642号新气象花园三楼VIP接待室

遂宁中心支公司 8月1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8:00 曾斌 中支总经理 0825-5813336 遂宁市船山区明月路538号北斗星城三层接待室

内江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8:00 肖元静 中支总经理 0832-2955056 内江市东兴区金科公园王府A2栋3楼10号中支公司接待室

乐山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7:00 章敬芳 中支总经理 0833-5186079  乐山市中区凤凰路中段661号2楼1号洽谈室

眉山中心支公司 8月1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00 李建亮 中支总经理 028-38479996 眉山市东坡区裴城路69号财富中心B座11楼公司客户洽谈室

宜宾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林刚 中支总经理 0831-8248886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蜀南大道西段14号宜宾新世纪购物广场9层VIP接待室

广安中心支公司 8月6日 上午9:30-11:00 下午15:00-17:00 陈茂 中支总经理助理 0826-2396276 广安市广安区建安南路106号1幢401号公司柜面

达州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08:30-12:00 下午14:00-17:30 周翎 中支副总经理 0818-8096588 达州市通川区会仙桥55号建设大厦三楼公司会议接待室

巴中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曾腾 中支总经理 0827-2225219 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中段紫金阳光12号楼4-1 VIP接待室

资阳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30 李儒珈 中支总经理 028-27198051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二段天缘大楼C座7楼富德生命人寿资阳中支柜面

凉山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30 胡雪松 中支总经理 0834-6992610 西昌市长安西路悦城·枫丹丽舍2号楼5楼中支柜面

苏州 苏州分公司 8月1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彭皓 分公司总经理 0512-88168098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雅路308号信投大厦12楼，富德生命人寿苏州分公司洽谈室

天津分公司 8月14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胡胜凯 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22-58589678 天津市河北区海河东路78号茂业大厦20层公司柜面

津南支公司 8月23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高喆 支公司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 022-59951797 天津市津南区津沽路南侧咸水沽月牙河西侧滨河雅园4-底商6号公司柜面

新疆分公司 8月22日 上午10:00-13:30 下午15:00-19:00 黄健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0991-2963068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新华南路165号中信银行大厦16楼富德生命为寿新疆分公司洽谈室

乌鲁木齐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11:00-13:00 下午16:00-18:00 梁哲 中支副总经理 0991-3815761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439号中核发展大厦21楼柜面

哈密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10:00-13:30 下午15:00-19:00 刘新 中支总经理 17709910917 哈密市丽园区前进西路南侧锦绣园三期综合楼5层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昌吉中心支公司 8月5日 上午10:00-13:30 下午15:00-19:00 何儒生 中支总经理 0994-2329111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东方广场13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阿克苏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10:00-13:30 下午16:00-19:00 旷莹 中支总经理助理 0997-6338616 阿克苏北大街警苑小区34号B座三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伊犁中心支公司 8月2日 上午10:00-13:30 下午15:00-18:30 何韶华 中支副总经理 0999-8998202 新疆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26号黄河大厦17楼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石河子中心支公司 8月7日 上午10:00-13;00 下午16:00-18:00 魏新华 中支总经理 0993-2660011 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226号富德生命人寿B5-B11，C号富德生命人寿柜面

云南分公司 8月15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杨凯 分公司副总经理 0871-6838095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路26号大德大厦6楼副总经理洽谈室

曲靖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邵庆欢 中支负责人 0874-3111556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西路人和苑曲靖中支客户服务中心大厅

玉溪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王绍全 中支总经理 0877-8898501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明珠路6号玉溪中支洽谈室

保山中心支公司 8月9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于忠国 中支总经理 0875-2135001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九龙路592号富德生命人寿保山中支二楼洽谈室

普洱中心支公司 8月17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刘云阳 中支总经理 0879-8259888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城大道46号（阳光新天地）94幢普洱中支一楼客服大厅

楚雄中心支公司 8月1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 高学飞 中支副总经理 0878-3390299 云南省楚雄市开发区永安路盘龙云海国际公寓世丰国际写字楼9层楚雄中支接待室

红河中心支公司 8月23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陈云 中支副总经理 0873-3748096 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蒙自市天竺路41号富德生命人寿红河中支洽谈室

西双版纳中心支公司 8月12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李宝 中支负责人 0691-8989521 云南省景洪市景德路8号财富中心S5-1号营运大厅

大理中心支公司 8月13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00 周兵 中支总经理助理 0872-8888676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环城南路53号腾瑞商业广场24层大理中支洽谈室


浙江分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陈黎 分公司总经理 0571-28868811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1366号万象城2幢华润大厦A座23F富德生命人寿
浙江分公司洽谈室

杭州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闻东来 中支总经理  0571-28182351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276号东联大厦9楼富德生命人寿杭州中心支公司客服柜
面

温州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周思宇 中支总经理 0577-28895111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476号宏国大厦1302-1306室富德生命人寿温州中心支公司
客服柜面

嘉兴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周浙滨 中支总经理 0573-83959668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中环西路588号嘉欣丝绸广场1-1202室富德生命人寿嘉兴中心支公
司客服柜面

湖州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姚凡 中支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  0572-2708666 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路820号美欣商务大厦6楼富德生命人寿湖州中心支公司客服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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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汪剑萍
 银保业务部经理 0575-88907888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365号富绅大厦19楼富德生命人寿绍兴中心支公司客服柜
面

金华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涂旭东 营销业务部经理 0579-83928999 浙江省金华市八一南街268号综合楼6楼富德生命人寿金华中心支公司客服柜面

衢州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徐铁岭 中支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0570-8599626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东大道165号西联大厦3楼301室富德生命人寿衢州中心支公司
客服柜面

舟山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盛小华 中支总经理 0580-293500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桥路136号5层富德生命人寿舟山中心支公司客服柜面

台州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翟法晓 中支总经理 0576-88063888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海大道680号巨鼎置业三楼富德生命人寿台州中心支公司客服柜
面

丽水中心支公司 8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30-16:30 杨瑞明 中支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 0578-2556991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财富大厦4楼富德生命人寿丽水中心支公司客服柜面

重庆分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陈宏冠 分公司副总经理 023-88394002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聚贤岩广场9号国华天平大厦（国华金融中心）A栋14楼VIP接待室

江津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罗智为 中支总经理 023-88394200
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顺江路117号（重庆市江津区公交公司二楼）富德生命人寿江津
中心支公司柜面

万州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卢忠林 中支总经理 023-85722888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2号万川花园5楼富德生命人寿万州中心支公司柜面

永川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于彪 中支总经理 023-85350007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大道809号1幢兴龙大厦6楼富德生命人寿永川中心支公司洽谈室

黔江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陈昌武 中支总经理 023-85086525 重庆市黔江区城南街道黔龙街244号丽都花园C栋3楼柜面

涪陵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覃渝闵 中支总经理 023-72217386 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56号交委对面爱家超市二楼富德生命人寿涪陵中心支公司柜面

渝中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孙云龙 中支总经理 023-88394011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2号（合景大厦A栋8楼）富德生命人寿渝中中心支公司洽谈室

合川中心支公司 8月26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4:30-17:30 袁帅 中支总经理 023-85138620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499号三江希望城17栋26层富德生命人寿合川中心支公司柜面

浙江

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