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营业地址及联系电话
分公司名称 机构全称 营业地址 联系电话

安徽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西路472号2层 0551-6285155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西路472号3层 0551-6382019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经济开发区祥晖路29号德邦文化产业园5#四楼西侧 0553-393810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梅溪路108号办公综合楼1、3楼 0563-30202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路和朝阳路交叉处西北角中良大厦12楼北区 0552-402712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312国道以南、经三南路以西六安市建业职业中专学校综合楼六楼 0564-363060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颍河西路181号 0558-22670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中路2268号综合办公楼2楼 0550-351858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州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宿州市汴南片区东临拂晓大道三八街道办事处商住综合楼2#楼0106-0108、0216-0217室 0557-393861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 安徽省亳州市芍花路南侧广齐城市广场1号楼1203/1204室 0558-512860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公司 安徽省宁国市千秋路 0563-4030266

北京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西路8号院3号楼6层601、611、612、613、614 010-822922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顺义支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复兴四街3号院4号楼1至8层101内713室 010-8149212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通州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通州区工业开发区云杉南路17号4幢209号 010-6157342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昌平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南郝庄北京世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院里2幢203 010-6971583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平谷支公司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新平北路51号楼51-9号（1-3层） 010-6998510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新居里甲3号楼1层9 010-61216620

广西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南宁市金洲路11号金旺角A座601、602 0771-55522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中心支公司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北部湾东路天然居1号楼2楼 0779-2052224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 广西柳州市潭中中路8号华泰大厦717、718、719室 0772-28790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心支公司 广西南宁市金洲路11号金旺角商住楼A栋A0602号 0771-5552255

河北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56号 0311-8916099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56号 0311-8916525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南新西道88-19号 0315-510600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乐亭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金融街东延北侧三期安置房B区6楼4号西门 180343485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迁安支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永顺街道办事处昌盛大路481号南楼一层 1393252908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丰润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荣国路机械厂商贸南楼 0315-51131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318号 0335-53106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龙支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中兴路西段 0335-788003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丛台路226号富玛特大厦B区9层901-904 0310-510500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冶金北路460号 0319-52508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晋支公司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凤凰镇兴宁街95号 0319-589569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中路307号 0312-590106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涿州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涿州市冠云东路北侧汇元3号住宅小区1号住宅楼13号门店 0312-552787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张家口市高新区长城西大街1号通泰世纪金座2号楼7层03和9层08（半间） 0313-598183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桥东飞机场嘉和广场办公、商业A810-811 0314-55690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中心支公司宽城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北河苑小区25#楼底层商业105号 0314-66312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泉市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祥和家园第1栋三单元111房间 0314-62056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沧州市高铁西站北京路北侧旭弘大厦15层1501、1507室# 0317-561999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第六大街4-1-408 0316-521188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中心支公司三河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三河市区京哈公路南侧商贸楼东3号5001室 1378481441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霸州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阿尔卡迪亚2-B 189316757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南大街281号泰一尚城1幢2单元30层3001-3005室 0318-52600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故城支公司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新开区京杭大街东侧 1383382202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武邑营销服务部 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宁武路北侧西环路西侧（阳光花城F-1） 0318-8082199



河南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49号1号楼23层263号2307-2316房间 0371-5511670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49号1号楼23层263号2301-2306房间 0371-585583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登封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登封市大禹路与书院河路向西30米路北 0371-628650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中牟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广惠街万胜路交叉口天骄名门15#楼105铺 0371-853904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荥阳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荥阳市广武路与演武路交叉口北200米路西 0371-8522471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公司 河南省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阁老路北段西侧 0371-6990073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新密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新密市城区周楼街北段东侧 0371-699919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开封市魏都路66号办公楼一楼西大厅、二楼201-207房间 0371-2262239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杞县营销部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106国道东侧五里河村北 0371-289068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芙蓉大道以东芙蓉商务中心1号楼19层 0374-31611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襄城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紫云大道北段425号美菱嘉苑大门南门面房三间 0374-31861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鄢陵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鄢望路东侧规划道路南豫中国际商贸城22号楼101号房 0374-31611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濮阳市建设中路5号2楼 0393-668602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范县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濮阳市范县黄河路西段南侧3号楼1单元北5号门面房 0393-52621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源大道与驿城大道交叉口金龙科技园4号楼西单元三楼301-304号 0396-266700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正阳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南二环路正阳县南二环路2幢2-2号房间 0396-266700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新蔡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十里铺乡十里铺街门面房东起第5、第6间 0396-266700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高新路与明山路交叉口 0377-616333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新野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人民路北段东侧 0377-6621599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解放西路中云电商小镇A区38号 0391-87979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博爱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清化镇官庄村后街十一号 0391-861156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孟州营销服务部 河南省孟州市黄河大道西段北侧运输管理局一楼 0391-816003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八路一号中关村e谷（新乡）科技创新基地13层03、05、06号 0373-636581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太昊路与建材路交叉口诚德华府103号、202号、203号 0394-85217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北君台路西鑫苑名家1号楼111铺 0370-22728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淇水大道和珠江路交叉口龙门大厦A座12楼 0392-335630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玉泉办事处济水大街东段501号一层、二层 0391-66031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与新安街交叉口东南角四层 0372-37108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86号洛阳会展中心B区225室 0379-6330387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东方星河湾小区4号楼自东向西第6间门面房 0375-2915168

湖北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66号金穗大厦B座7楼 027-877156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梨花路399号 027-877156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银桂路209号(宜园小区1幢1楼101室) 0715-813732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中润大厦16层2、3、4、5、6号 0710-327317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318国道南、塔桥北路延伸段义乌小商品城2号楼3层 0716-82506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城南新区南国佳苑1幢1层101号、1幢2层201号 0724-23823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中路93号万秀城1号写字楼11层 1106号房 0719-865365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冈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桐梓岗村一组1幢1单元1层1-101号及1幢1单元2层1-201号 0713-888763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 湖北省恩施市金桂大道时代MALL C区2号楼1单元1层128、129号 0718-890655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冈中心支公司麻城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麻城市汽车商贸城B5栋02-06号 0713-27597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冈中心支公司英山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温泉镇白石坳村福星城小区1栋102号 0713-701078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谷城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襄阳市谷城经济开发区谷水路下新店村105号 0710-757402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崇阳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电力大道与白泉大道交汇处锦绣天成A21号楼1单元1层101铺 0715-332809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钟祥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钟祥市西环一路32号 0724-439129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枣阳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枣阳市西环二路东侧意和苑综合楼一楼 0710-66737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通城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玉立大道287号 0715-468999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潜江营销服务部 湖北省潜江市园林办事处袁杨路鑫园商贸城1座101号1-2层 0728-6236262

湖南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第9层 0731-82953981



湖南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南湖游路6号1楼 0730-81863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11层1108室 0736-719810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新兴金融中心5号栋衡阳区块链产业园606室 0734-283879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郴州市香雪路郴州电厂家属区九栋101房、201-206房 0735-227978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州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进贤路136号第1-2层 0746-833813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怀化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红星南路645号 0745-229977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娄底中心支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乐坪中街锦洋铂宫第九层 0738-892720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浏阳营销服务部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禧和路通达检测站二楼 151164851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中心支公司柳城营销服务部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11层1108-1室） 0736-719810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福路六号教建新都汇4栋4层403室 18684861900

江苏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17号华博智慧园四楼东部401室 025-832195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南京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广聚路33号14层02号 025-8689831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大道391号B座11楼（1103-1105、1108-1111、1116） 0519-881786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汇润国际商务广场1幢919室、920室 0512-6838158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解放北路16-616 0510-854105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北路50-2号综合楼6层604-608室、611-615室 0517-8393875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科苑南路98号苍梧河滨花园小区3号楼10室3楼 0518-8546723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运河路90号六层A区 0511-8508278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文汇西路翠柳苑（现代广场）25-601、25-602、25-606 0514-829821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东进西路28号404室 0523-861531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都新区福才村一组紫金国际大厦1幢201、202、203、204室 0515-885790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泰山路文化市场10#-10 0516-8368588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金鹏国际广场A701号商务办公 0527-8438001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外环北路488号鸿鸣金属交易中心1幢20层2018、2019、2020、2021、2022室 0513-550123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宜兴营销服务部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新街街道新城路256号508室 0510-8706301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江阴营销服务部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人民中路289号-2泓昇商务大厦11楼A座 0510-8609008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煤建路59号二楼 0519-87921808

江西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银环路298号万豪城3#楼17层1701、1702、1703、1704、1705、1706号 0791-8682070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大道北侧、华坚北路西侧赣州国际企业中心B8#楼502室 0797-806913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带湖路80号9楼 0793-82565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九江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长虹大道276号（原900号）天创商务大厦2-E 0792-810305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玉山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中国ˑ东部物流商贸城A3地块1栋161号商铺 152700789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附140号7-01 0796-82268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文体东路27号1、2层 0795-35685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中心支公司高安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高安市瑞州街办瑞阳大道以北莱茵星城1#幢店3 0795-526888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南昌县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山东大道88号恒运国际3栋1707室 0791-8525635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区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文教路399号（天一城小区）6栋1单元502室 0791-8682606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中心支公司丰城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河洲街办府佑路248号（蔚蓝之星）2栋1层2-02号 0795-640999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龙南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镇龙翔大道锦龙苑东区1-21号 0797-352395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新干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金川北大道60号物流园16幢/单元101-102号 0796-260271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南康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阳光康城18栋09号 13407975484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州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大道1888号（烟草公司对面）赣东国际汽车城2幢7-14、
7-15、7-16、7-17

0794-822999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鹰潭市信江新区滨江东路8号恒大绿洲16栋商110及12栋-16栋之间商铺商111-112室 0701-669934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中心支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瓷都大道金岸名都A5栋8号店 0798-820880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州中心支公司东乡营销服务部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孝岗镇环城西路426号 0794-4356368

辽宁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一路41号1603、1604、1605室 024-2281856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一路41号1602室 024-22818500



辽宁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金牛山大街东48-甲3号 0417-282700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富虹大街111号-2号楼富虹大街109-6号 0419-32224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路45-2号 0415-669506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民生西路3甲# 0412-550590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沈河支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一路41号1603室 024-2281802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康平支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含光街4号第3#幢（座）东-1号房 024-87374888

内蒙古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泰东河湾南区综合楼14层（1402、1403、1404、1405） 0471-468685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泰东河湾南区综合楼14层（1402、1403、1404、1405） 0471-468727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市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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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07、1508 0476-835397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工农大街嘉华水语山城38-40栋商业108室、208室 0474-827130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86号时代广场G区C栋9楼902室 0472-511370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环路7号街坊宏源一品商住小区E座9层902-8号室 0477-854957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中心支公司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一街文博大厦A座7楼706-707室 0478-8915158

宁波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布政巷16号科创大厦11楼11-1、11-2室 0574-8812900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明州路500号1603、1605、1607 0574-8685026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奉化支公司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175号商业楼2楼2041室 0574-88572525

青岛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开发区漓江西路877号内1栋办公1604室、1605室、1608室 0532-8197818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公司 山东省胶州市方井园小区26号综合楼3层（3号）网点 0532-822105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支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唐岛湾路268号奥华家居建材办公楼201室 0532-881969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支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开发区漓江西路877号内1栋办公1606室 0532-86721333

山东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84号鲁润名商广场B座三层 0531-8191117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开元大街133号嘉泽大厦4号楼3层北办公室2号 0531-8117299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南路13号 0531-819111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山水泉城2号楼201铺 0531-8332511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商河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鑫隆帝景D区4#办公楼八层办公10 0531-840862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兴园路16号102号（九七大厦102-1、102-2） 0535-68611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牟平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工商大街665-2号 0535-42860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龙口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南山路西侧府北一路南侧龙门花园8幢13号 1386453866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蓬莱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登州街道诸谷社区南海御园12号楼一楼商铺西数第六户商铺(上下两铺) 0535-58213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莱阳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莱阳市龙门西路378号瑞丰大厦17层1709号、1710号 0535-33635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招远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招远市温泉路124号1楼 0535-808787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高新区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滨海东路2016号4号楼123号 0535-49710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4778号中央商务区3号楼1201室 0536-837381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青州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青州市凤凰山东路3439号 0536-37001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寿光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区渤海路东 0536-52389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诸城支公司 山东省诸城市兴华东路45号东顺花园6号楼1单元901号 0536-608841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安丘支公司 山东省安丘市潍安路南段东侧春满园第一幢1层109 0536-426128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红星西路北、济安桥路西（济宁运河大夏） 0537-32071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金乡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崇文大道北侧、金山街西侧天兴广场1#-22号商铺 0537-31760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钦村路48号2楼 0631-58156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文登营销服务部 山东省文登市棋山路10-3号 0631-358627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乳山支公司 山东省乳山市夏村镇官地村833号 0631-655888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与太行山路交汇处东赵大厦 0546-82752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八路659号裕华大厦 0543-308090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惠民支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何坊街道办事处武定府路以北乐胡路以西（温泉文化博览园4号商务楼） 0543-308091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东昌东路159号1幢 0635-846771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开发区支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东昌路267号（聊城正信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 0635-85126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八东路1656号东海花园1号楼3单元1-2层10号 0534-2291117



山东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陵城区营销部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南环路南侧 0534-826881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夏津支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砚池街北侧银山路东侧发达福泽园小区门头楼19-2号 0534-61326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临邑支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城区恒源路中段东侧商居楼3号 1395345417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双月园路249号科技创业园创新大厦A座二层202、203、204、206、210、217房
间，三层303房间

0539-265089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临沭支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青云镇便民服务中心 1390539491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双月园路249号临沂高新技术创业园创新大厦A座 188539625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郯城支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经济开发区办公大楼509室 133754910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以北银川路以东宋家湖2号楼 0633-328700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王府花园12#综合商业楼107号 0538-698220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东平支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东原路北首路东986号 0538-272286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新泰支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青云街道金马社区金斗路南首路东77号 0538-772275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60甲6号 远景大厦3楼 0533-359533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郑州路与丹阳路交叉口东南综合办公楼五层 0530-533030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郓城支公司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胜利街与郓州大道交汇处往西150米路南 0530-6529998

山西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49-1号新视界大厦25层10-21号 0351-833735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区禹西路禹都花园玉兰园8号楼（东门综合楼）4层406、407 0359-636265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城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中原西街588号北斗大厦5层 0356-208113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源茂街东信国际3A写字楼903室 18735251504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中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大学城产业园区龙田路西侧、汇丰街南侧山西智慧科技城A9号楼
501室

0354-31107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和平西街玫瑰苑16幢1-3层05单元020二层北侧 0350-850640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集阜路1号鸿昇时代金融广场10层1002 0351-806114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向阳路29号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综合写字楼14层 0357-860630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泉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阳泉市城区金地商务大厦1010号 0353-256466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猗支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城南环路民乐园小区1幢1层112号商铺 139359059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五一街241号 0355-203387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遥支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新南堡村瑞华苑小区第11号商铺 1593565697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介休支公司 山西省介休市朝阳南巷122号 0354-70548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中心支公司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西路101号14层1407-1409 0358-834889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侯马支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经济开发区合欢街27号侯马开发惠达商务中心306、307室 1360357359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昔阳支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新建路东楼8号 1390354143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阳支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滨河新区安捷文化苑综合楼6楼 18235483208

陕西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贸区沣泾大道与沣新路交汇处西北角西咸金融港4-B3栋801 029-3806698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营业部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贸区沣泾大道与沣新路交汇处西北角西咸金融港4-B3栋802 029-38066817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贸区沣泾大道与沣新路交汇处西北角西咸金融港4-B3栋803 029-3806692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咸新区支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贸区沣泾大道与沣新路交汇处西北角西咸金融港4-B3栋804 029-321000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中心支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西路10号丽彩万达写字楼1101号 029-333388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中心支公司吴家堡营销服务部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五陵塬路以南咸阳中集车辆物流装备园4#5#办公楼1单元5层1号 029-3311383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肤施路阳光小区39组5号（市公安局对面） 0912-368066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靖边营销服务部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张家畔镇林荫路宏运大厦一楼 0912-46240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仓程路新洲世代广场C座1103室 0913-205519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韩城支公司 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太史大街与盘河路十字东北角泰山新天地517室 0913-521581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大荔营销服务部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花城路中段北侧义乌4号楼商铺12-13房屋 0913-352938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潼支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万年路8号 029-8396862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米脂支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大楼以南电力局以北滨河景苑1号楼4号门面房 0912-6338222

上海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1088弄恒基旭辉中心38号楼201室 021-53391280

深圳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4051号金威大厦18层01、02、12-23号 0755-36875560

四川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下南大街2号1栋5楼501号、502号 028-85536853



四川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充中心支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二段60号、62号、64号、66号 0817-289802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中心支公司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蜀南大道西段14号宜宾新世纪购物广场一幢14层18号 0831-8202474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支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藏卫路238号 028-8589976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阳镇永安西路98号 028-82180289

天津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增10号-10 501 022-5833034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直属支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丰路交口东南侧清新大厦-301A区 022-2369691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海河支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111号10层03单元 022-286666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津北支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光复街道海河东路与狮子林大街交口旺海国际广场写字楼2号楼9层901-1单元 022-8621505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滨海支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内开发区第六大街110号天润科技园A207-208号 022-6622388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滨海高新区支公司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兰苑路9-2-202-A区 022-2385769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河东支公司 天津市河东区华兴道与新兆路交口东侧盈旺大厦605-609室 022-24332177

新疆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南东路38号天和·新城市广场1+2商业办公楼13层A单元办公室,2室、5室 0991-319623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中心支公司 新疆昌吉市乌伊路106号亚中美居广场9层 0994-251777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中心支公司 新疆阿克苏市北大街29号蓝景设计院5楼 0997-293287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心支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南东路38号天和·新城市广场1+2商业办公楼13层A单元办公室,2室、3室 0991-319623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伊犁中心支公司 新疆伊宁市经济合作区福州路62号汇鑫国际广场11层1104号 0999-8067188

云南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86号C86山茶坊C栋一楼1-004 0871-6361895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溪中心支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东风北路12号东风商务楼6楼602室 0877-266112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539号爨园小区B13幢7号 0874-3228896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楚雄中心支公司 云南省楚雄市开发区团结路延长线观澜逸景小区1幢1室、1号商铺 0878-313263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永安小区4幢4-1号 0872-2310380

浙江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702-705室 0571-289925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701室 0571-2899255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机场北路461号三楼301、302、303、305、306、307室 0576-8989536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洛河路15号A幢412室 0577-8600600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上望街道瑞安市农贸城6幢1号10楼 0577-6680200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支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朱砂街201号 0576-8403628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1299号（鞋业大厦）6楼东南面 0576-86169801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北路390号泓城大厦828室 0575-8868600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北街1178号、1180号广厦大众苑1幢5号营业房，八一北街1182号、1184号广
厦大众苑1幢6号营业房

0579-83939119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汇联大厦1402室-13 0573-83985228

重庆分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西路19号21-1至21-6 023-6310732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中心支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2号附楼第七层 023-58802772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297号1幢19-7 023-6643880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涪陵支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258号1-1附1号 023-72722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