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银人寿分支机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 
 

分支机构 1：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124 号银通大厦 15、16、17 和 18 层 

联系电话：    025-85896968 

  

分支机构 2：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8 号世博大厦 10 层 A 户 

联系电话：    0371-60339213 

  

分支机构 3：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847 号瑞通广场 B 座 8 层、9 层、24 层# 

联系电话：    027-85488600 

  

分支机构 4：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 1 号楼 

联系电话：    010-50838948 

  

分支机构 5：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嘉陵江路 396 号交通银行大楼 11 层 

联系电话：    0551-65988900 

  

分支机构 6：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123 号金汇大厦 19 楼 

联系电话：   020-29108299 

  

分支机构 7：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纬二路 51 号山东商会大厦 A 座 31 层 

联系电话：     0531-86106556 

  

分支机构 8：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11 号附 1 号大陆国际 24 楼 

联系电话：     028-65273058 

  



分支机构 9：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58-1 号 15 层 

联系电话：    024-22851801 

  

分支机构 10：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 55 号新时代广场第 1 幢 8 层 

联系电话：    029-87653507 

  

分支机构 11：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苏州市工业园苏惠路 28 号交通银行苏州分行本部大楼 18 层 

联系电话：    0512-62607100 

  

分支机构 12：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无锡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无锡市金融二街 8 号 14 楼 

联系电话：    0510-68595559 

  

分支机构 13：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解放路 57 号徐州交通银行戏马台支行三楼、二楼部分 

联系电话：    0516-83867657 

  

分支机构 14：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黄浦西藏中路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上海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 号 1201-1211 单元 

联系电话：    4008-211-211 

   

分支机构 15：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天目西路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 547 号不夜城广场 3 号楼（B 幢）607-614 室 

联系电话：    4008-211-211 

   

分支机构 16：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宜昌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宜昌市西陵区二马路 1 号（交通银行 2 楼） 

联系电话：   0717-6930270 

  

分支机构 17：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蚌埠营业部 

营业场所地址：蚌埠市南山路 88 号交行办公楼南辅助楼 3 层 

联系电话：   0552-2086768 



  

分支机构 18：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南通市人民中路 116-24 

   联系电话：0513-55888686 

  

分支机构 19：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阴市营业部 

   营业场所地址：江阴市长江路 163 号二楼、165 号二楼、167 号二楼 

   联系电话：0510-80680118 

  

分支机构 20：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与长兴街交叉口万众金融广场 B 座 6 楼 

   联系电话：0379-60670513 

  

分支机构 21：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庆营业部 

   营业场所地址：安庆市大观区德宽路 251 号 2 楼 

   联系电话：0556-5591211 

 

 分支机构 22：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芜湖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戈江区中央城 1#03-05 室二层 

联系电话：0553-3882206 

  

分支机构 23：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淮南营业部 

营业场所地址：淮南市洞山中路 10 号财金大厦一层 

联系电话：0554-6691661 

  

分支机构 24：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扬州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扬州市广陵区汶河北路 2 号交通银行扬州分行文昌阁支行三层东侧 

联系电话：0514-82823558 

  

分支机构 25：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珠海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珠海市吉大景山路 92 号东大商业中心三层四室 304-1 房 

联系电话：0756-6880387 

  

分支机构 26：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山路 53 号四层 



联系电话：0535-6696659 

  

分支机构 27：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 6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2014、2015 室 

联系电话：0533-3572727 

  

分支机构 28：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6 号华能大厦第 17 层 

联系电话：0755-83231907 

  

分支机构 29：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1 号潇影大厦 26 楼 4-14 室 

联系电话：0731-88519868 

  

分支机构 30：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 41-2 号 

联系电话：0757-63823239 

  

分支机构 31：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营口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西 21 号（交通银行 2 楼） 

联系电话：0417-2857799 

  

分支机构 32：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新乡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平原路 289 号 2 楼 

联系电话：0373-5869802 

  

分支机构 33：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 360 号 13 楼 

联系电话：0536-8286800 

 

分支机构 34：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73 号 8 层 

联系电话：0571-86590273 

 

分支机构 35：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汉口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 181 号台北商场二楼 

联系电话：027-85250102 

 

分支机构 36：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 5 号 1 幢 11 层 1101 号、1102 号、1107

号、1108 号、1109 号、1110 号 

联系电话：0351-5660955 

 

分支机构 37：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民生街 1 号 

联系电话：0411-82816006 

 

分支机构 38：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新城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北大街 85 号中图国际大厦 8 层 8009-9012 室 

联系电话：029-87373072 

  

分支机构 39：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金龙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37-141 号 14 楼 

联系电话：020-84156631 

  

分支机构 40：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肥市蜀山区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安徽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2-3101 

联系电话：05561-65305918 

  

分支机构 41：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花园路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27 号河南省科技厅科技信息大厦 2 号楼 1 楼 

联系电话：0371-55357369 

  

分支机构 42：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26 层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办公楼第 16

层 

联系电话：0311-69071195 

  

分支机构 43：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株洲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39 号银天广场 2112-2116 号 

联系电话：0731-22105630 



  

分支机构 44：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南充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江东中路四段 2 号南充金融广场 7 号楼 5 层 6、7

号 

联系电话：0817-7181073 

  

分支机构 45：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锦州市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中央大街二段 49 号 2 楼 

联系电话：024-22851801 

  

分支机构 45： 

分支机构名称：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绍兴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 405 号国茂大厦 2201 室 

联系电话：0575-85666225 

  

  

更新日期：2021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