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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18楼 陈刚 020-83278888 51003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番禺营销服务部 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233号汇强大厦3楼 潘怡 020-34808678 51140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新塘营销服务部 广州市新塘镇港口北路新嘉悦商务中心3层301-303单元 李晓民 020-32913608 51134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花都营销服务部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凤凰北路41号永愉花园酒店702 麦伟志 020-37726088 5108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天河营销服务部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7号1201房 杨波 020-83912788 510623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珠江新城营销服务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67号写字楼第10层01、02、03、04单元 罗智 020-83278818 510623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18号经华大厦16楼及17楼A、B室 叶锦发 0757-88331888 52801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顺德营销服务部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南国中路F区顺之旅大厦7楼 刘志坚 0757-28615888 5283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西樵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江浦东路13号金典广场一座414之四号商铺 廖钟超 0757-83696888 52821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三水营销服务部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广海大道中39号一座10层1005房（三水花园酒店
附楼一期）

廖钟超 0757-88304888 5281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桂城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澜路A10街区城市广场C座A区6层A605、A606
、A607号

叶锦发 0757-63863833 5282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高明营销服务部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昌路83号兴业大厦十二字楼02、03单元 王昌琼 0757-83629266 5285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容桂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佛山市容桂街道办事处红星社区居民委员会文明西路42号领德大
厦12楼1202、1203单元

陈鹏 0757-63223588 52830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云山西路2号帝景国际商务中心2座23层05、06、07、
08号房

曾肇军 0752-2055111 516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惠东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华侨城开发区HQ-4区B栋2号5楼 李志基 0752-8231988 5163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惠州市惠阳营销服
务部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白云二路惠阳世贸广场1号楼707号房 曾肇军 0752-3122345 5162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30号新龙基大厦2楼 柳向民 0760-23887888 5284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小榄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民安中路163号11楼1101室 陆奉辉 0760-87988988 52841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黄圃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新丰北路63号蓝天金地花园6号楼3座39卡、4座40卡 陆奉辉 0760-23832988 52842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胜和广场A栋12楼A、B、C1单元 乔振刚 0769-23029095 52301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东莞长安营销服务 东莞市长安镇莲峰路12号盈展商厦五楼501单元 乔振刚 0769-82281588 52384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东莞市虎门营销服
务部

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388号创丰大厦A19楼06单元 林小勇 0769-82887552 523903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东莞市常平营销服
务部

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2号万业金融中心18楼B1803室 肖平新 0769-23308681 52357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 江门市港口一路22号之一国际金融大厦三楼 李飞 0750-3098388 52902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江门市鹤山营销服
务部

鹤山市沙坪镇裕民路169号二楼之一 李胜华 0750-8410688 5297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江门市台山营销服
务部

台山市桥湖路59号二楼 李飞 0750-5961168 5292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景山路173号通信大厦10层 万玮 0756-3298199 519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金湾营销服务部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金海岸海华新村4-7栋26号商铺二层201单元
（自编单元）

陈钦明 0756—7611623 51909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端州三路48号文化创意大厦1603、1604、1605、1606 李晓民 0758-2108999 526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广清大道77号金御商务中心11楼 A/B/C号单元（自
编号）

刘志坚 0763-6861999 5115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6层 姜岩 010-59303388 10002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怀柔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怀柔区商业街3号1栋401 于海兵 010-53313599 1014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国贸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大厦东塔办公楼9层01-06单元 王健 010-58190080 10002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东恒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265号5层502 夏莹 010－58190088 100027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通州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1号楼2103室 陈笑 010-58190092 101121

上海市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吴淞路218号宝矿国际大厦20层 庞震刚 021-61055588 20008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南京市中山东路288号新世纪广场A座40层4001-4004室（秦淮区） 王昊 025-86903888 21000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南京营销服务部 南京市中山东路288号新世纪广场A座49层（秦淮区） 卢骏 025-86970888 21000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江宁营销服务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上元大街395号恒通大厦1201-1206室（江宁区） 张璇 025-57926278 211100

北京市

广东省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江宁营销服务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上元大街395号恒通大厦1201-1206室（江宁区） 张璇 025-57926278 2111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六合营销服务部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葛关路703号绣景雅苑3幢108号（六合区） 陈文惠 025-66695906 21004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南京浦口营销服务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凰大街10号601室（浦口区） 孔睿 025-57931298 2118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
无锡市五爱路60-2号、60-3号、60-201号南侧、60-202号、60-301号南
侧、60-302号

张莉萍 0510-80186710 2140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江阴营销服务部 江阴市澄江镇高巷路33号暨阳大厦15层、16层 卢健 0510-80128988 2144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宜兴营销服务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教育西路21号国际经贸大厦25层2501室 王超 0510-82931888 214206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江阴利港营销服务 江阴市利港镇利中街51-3号、51-4号 方胜兵 0510-66200920 214444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江阴周庄营销服务 江阴市周庄镇西大街622号 冯莹 0510-66200917 214423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无锡锡山营销服务
部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78
号锡东创融大厦C座10层1008-1009、1014-1015室。

王召帅 0510-66926389 214104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05号尼盛广场1幢3002、3003室 胡海东 0512-68187588 21502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昆山营销服务部 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庆丰西路669号中天大厦7楼A室 刘家一 0512-86174301 2153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常熟营销服务部 江苏省常熟市黄河路22号汇丰时代广场1幢15层1505室 汤信刚 0512-88162126 2155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苏州高新区营销服
务部

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9号润捷广场2幢5楼504室（高新区） 董淼 0512-69869996 21501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扬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中路571号建松大厦10楼西侧（邗江区） 徐亚峰 0514-85861688 22500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仪征营销服务部 江苏省仪征市新天地花苑9号楼A段门市104室、204室 王宜峰 0514-85716788 2119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宝应营销服务部 江苏省宝应县白田北路鸿盛新城商业综合楼125室 侍啸 0514-85910088 2258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 南通市人民东路159号瑞景商贸广场4幢9层902室（崇川区） 张忠 0513-80208288 2260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如皋营销服务部 如皋市如城镇福寿西路89号B幢5层501B北侧、501C北侧、501D室 佘德华 0513-87179298 2265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 徐州市建国西路75号锦绣嘉园8号楼1幢10层1001-1003室、1006-1012室 王翔 0516-66667696 221006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鹏欣丽都G7幢401、402、403室（海陵区） 陈红玲 0523-82195788 2253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 常州市怀德北路35号阳光国际大酒店3层东侧 顾宇雯 0519-88018285 21300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免税商务大厦塔楼15楼整层 陈刚 0755-33383388 51804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罗湖营销服务部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发展中心大厦3201室 汪洋 0755-33911166 5180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宝安营销服务部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前进路东侧深信泰丰大厦1栋701室 陈华东 0755-33912686 5181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1109-1113、1115-1116 杨帆 024-31289648 11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盛京营销服务部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3807-3812 丁丽霞 024-31616963 11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盘锦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泰山路133号外经贸大厦6层 崔景涛 0427-3293885 12400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路36号6层 邓长久 0412-7225301 11400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江城大街11号4层 王征 0415-3818505 1180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东
港营销服务部

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东港南路187号南楼3层 张全久 0415-3326905 1183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中段19号楼12层 陈冬来 024-53872111 113006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清原营销服务部 清原县清原镇长岭街20号 石桂新 024-53882327 1133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本溪中心支公司 本溪市明山区解放北路29号本溪海联商务宾馆401-410房间 耿天阳 024-47131955 1170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 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东26号永盛大厦4层 管晓刚（兼） 0417-3353658 115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2座11-12楼 成晓秦 028-86890888 610016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都江堰营销服务部 成都市都江堰市建设路天和盛世7栋5层8-10号 江涛 028-67627856 611830

辽宁省

深圳市

江苏省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青羊营销服务部 成都市锦江区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2座19楼01B、02、03A室 毛锋青 028-65015736 610016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 乐山市中心城区凤凰路中段211号1幢9层 尹志辉 0833-2031398 614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南充中心支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江东中路7段1号天来大酒店第10栋16层08、09号 许锋 0817-3511108 6371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二路1号招商银行大厦9层 周 伟 029-68669188 71007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长庆营销服务部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四路与开元路十字西南管道北区临街商铺2-06号 白鸽 029-86599190 71001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长安营销服务部 西安市长安区东长安街长安煦园3栋1单元10303室 王勇 029-68739950 7101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和平营销服务部 西安市碑林区和平路99号金鑫大厦8层807-810室 严冬 029-68660555 7100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高陵龙凤园营销服
务部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泾渭新区长庆龙凤园E-008座 任召锋 029-68538065
71020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宝鸡中心支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18号天同国际A座1203、1204、1205、1207、
1208号

邱国庆 0917-8605520
72109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咸阳中心支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东路6号兴信博大商厦西段1-2层1号 郝毅 029-38195111 712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156号国际财富中心十层 张玉坤 0531-66688688 25001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济南市章丘营销服
务部

济南章丘市百脉泉街南首路东 刘丽丽 0531-81299266
2502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济南市长清支公司 - 杨锁伟 - 2503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东段南侧开元上城国际写字楼B座23层2310、2311
、2316、2317、2318室

孙中海 0539-8967366
276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临沭营销服务部 临沂市临沭县步行街D栋 刘波 0539-6207129 2767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沂南营销服务部 临沂市沂南县芙蓉路东段北沿街楼 朱茂荣 0539-3271518 2763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58-3号鲁东国际大厦8层 姜洪祚 0535-6608996 264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 潍坊市高新开发区梨园街13008号 王乔生 0536-8867899 261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 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42号铂金商务大厦十楼 张雷廷 0533-5207878 255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临淄营销服务部 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818甲9号齐鲁国际塑化城中瑞大厦 王帅 0533-7315717 2554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胜利路1号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西办公区四号办公楼二层

张伟 0459-5555988
163453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15-6号万达广场2#写字楼17层 李楠楠 0459-6516588 163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111号中航财富大厦四、五层 王波 0451-58989988 15001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哈尔滨南岗支公
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60号
财富中心第19、20层

宋光超 0451-51053865
15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齐齐哈尔中心支
公司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卜奎大街145号四层、五层 李红霞 0452-2909888
161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737号广发银行大厦31楼 门小海 027-59258888 43002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武昌营销服务部 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75号骏业财富中心项目B座8层6-8号 符界平 027-59258888 43007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8号世博大厦19层 张文博 0371-53606888 45001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洛阳市西工区唐宫西路44号京都大厦10层 丁金霞 0379-60670200 471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
周口市川汇区八一大道与莲花路交叉口北200米路东铁道家园门面房34-
37号

李强 0394-8696696 466000

浙江省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上塘路15号武林时代商务中心7层以及8层05、06室 肖旭东 0571-26201888 310014

福建省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60号福晟财富中心8层 陈仰新 0591-38379888 350001

河南省

湖北省

黑龙江省

山东省

陕西省

四川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