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 接待日期 接待时间
主持接待
行级领导

职务 接待地点 咨询电话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营市分行 2021-12-1 8:30-12:00 李好贞 党委委员、副行长 东营市南一路325号3楼305室 0546-83298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5 8：30-11：30 李建新 副行长 南一路278号901 0546-83063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8 8：30-11：30 张广玲 副总经理 东营市南一路278号财富中心 0546-83321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9 14:00-17:00 丁峤 副行长 垦利区中兴路33号垦利工商银行三楼303室 0546-252320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饶支行 2021-12-13 8:30-11:30 王静 副行长 广饶县孙武璐143号工商银行大楼310房间 0546-64415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河口支行 2021-12-9 9：00-12:00 薄纯燕 副行长 东营河口区黄河路87号工行营业部一楼主任办公室 0546-38825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 2021-12-7 8:30—11:30 徐敏 副行长 东营区西三路32号工行办公楼2层理财中心茶艺室 0546-872717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新区支行 2021-12-21  9:00-11:00 李慧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香山路829号工银大厦A座 0546-82068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 2021-12-9 14:00-17:00 纪祥 副行长 东营市府前大街55号金融港A座东城工行3楼307房间 0546-83331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利支行 2021-12-9 9:00-11:30 顾蕾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110号 营业部信访接待室 0546-82162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利津支行 2021-12-13 8:30-11:30 高磊 副行长 东营市利津县利一路和津二路路口 0546-56260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0 8：30-11：30 孙培伟 副行长 东营市胶州路285号中国农业银行东营分行2楼信访室 0546-662912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行营业部 2021-12-10 8：30-11：30 延春蕾 副总经理 东城胶州路285-1营业部一楼会议室 0546-726566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营区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徐炜 支行副行长 东营区宁阳路59号3楼接待室 0546-72951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河口支行 2021-12-10 8：30-11：30 王光全 支行副行长 河口区黄河路37号农行3楼会议室 0546-36611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10 8：30-11：30 梁爱民 支行副行长 垦利区振兴路51号营业部消保室 0546-663616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利津县支行 2021-12-10 8：30-11：30 李倩 支行副行长 利津县利二路288号农行办公楼4楼消保室 0546-66293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广饶县支行 2021-12-10 8：30-11：30 王同亮 支行副行长 广饶县乐安大街561号营业部1楼接待室 0546-729536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 2021-12-10 8：30-11：30 付胜利 支行副行长 东城府前大街55号金融港B座2楼接待室 0546-83120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张忠兴 支行副行长 西城区济南路38号12楼会议室 0546-663625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4 8:30-11:00 孙涛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270号中国银行行长室 0546-892857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14 8:30-11:00 黄小辉 副行长 广饶县兵圣路239号三楼接待室306室 0546-64425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14 8:30-11:00 商辉 副行长 垦利区中兴路112号中国银行4楼401室 0546-252212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 2021-12-14 13:30-17:00 曹营山 副行长 东营市东三路147号四楼接待室 0546-832778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 2021-12-14 8:30-11:00 王聪 副行长 东营市济南路57号大明大厦一楼 0546-78885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中支行 2021-12-14 9:00-11:30 王群 副行长 东营市黄河路839号一楼信访接待室 0546-82575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4 9:00-12:00 张光华 分行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西二路508号四层408洽谈室 0546-823215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14 9:00-12:00 张海峰 营业部主任 东营市东营区西二路508号建行2楼205房间 0546-82039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 2021-12-14 9:00-12:00 王凌云 支行行长 东营市胶州路28号2楼楼会议室 0546-833264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 2021-12-14 9:00-12:00 李桂芝 支行行长 东营市济南路98号8层楼801房间 0546-89121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利支行 2021-12-14 9:00-12:00 曲爱民 支行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71号五层506房间 0546-81757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饶支行 2021-12-14 9:00-12:00 侯新和 支行行长 广饶县迎宾路335号恒丰大厦A座建设银行2楼201房间 0546-692206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河口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周亚东 支行行长 河口区商场接56号建行办公楼三楼301房间 1855465877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营港支行 2021-12-14 9:00-12:00 王岱刚 支行行长 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西湖路5号一楼 1865369677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津支行 2021-12-14 9:00-12:00 王雪飞 支行行长 利津县利二路295号办公楼三楼302室 0546-56223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14 9:00-12:00 耿荣鹏 支行行长 垦利区育才路建设银行垦利支行五楼501房间 0546-25218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大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孙敏 支行行长 东营区汾河路333号建行胜大支行二楼行长办公室 0546-892399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营区支行 2021-12-14 9:00-12:00 毕海洋 支行行长 东营区宁阳路55路一楼行长办公室 0546-825605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农高区支行 2021-12-14 9:00-12:00 王文涛 支行行长 东营市农高区广北路9号建行农高区支行2楼接待室 0546-890909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27 14:00-17:00 刘成同 分行副行长 东二路213号交通银行东营分行四楼贵宾室 0546-883169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27 14:00-17:00 车丁丁 支行行长 东二路213号交通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室 0546-883267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支行 2021-12-27 14:00-17:00 李帅 支行行长 西三路25号海翔大厦1楼总经理室 0546-856697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饶支行 2021-12-27 14:00-17:00 毛凯 支行行长 广饶滨海路与兵圣路交叉口总经理室 0546-883196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营市分行 2021-12-7 9:00-11:00 宋道峰 副行长 市分行308接待室 0546-77668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营市垦利区支行 2021-12-7 9:00-11:00 叶倩 副行长
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207-28号11幢邮储银行垦利区支行行长办
公室

0546-28826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营市河口区支行 2021-12-7 9:00-11:00 左涛 行长 东营市河口区黄河路57号邮储银行河口区支行行长办公室 0546-365867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利津县支行 2021-12-7 9:00-11:00 李庆岭 行长 东营市利津县津三路267号邮储银行利津县支行行长办公室 0546-707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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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饶县支行 2021-12-7 9:00-11:00 延莉 行长
广饶县乐安大街528号全福元城市综合体邮储银行广饶县支行行
长办公室

0546-6441983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东营审计中心 2021-12-10 8:30--11:30 戴国建 审计中心纪委书记 东营市东城街道南一路282号东营审计中心一楼信访接待室 0546-8328385

招商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8 8:30--11:30 牟德华 东营分行副行长 东营市东三路176号招商银行二楼办公室 0546-7155681

招商银行东营胜利支行 2021-12-8 8:30--11:30 陈崇正 支行行长
东营市济南路47号科贸中心二楼

0546-7155602

招商银行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8 8:30--16:30 魏建明 支行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府前街57号二楼会议室 0546-6820888

招商银行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8 8:30--12:00 盖久生 支行行长 东营市垦利区景苑路18号2层行长办公室 0546-2662188

招商银行东营济南路支行 2021-12-8 8:30--12:00 张梦婷 支行行长 东营市济南路23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546-7155955

招商银行东营理想之城社区支行 2021-12-8 8：30--11:30 李晓瑜 支行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天目山路899号 0546-8655699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3 13：30—17:30 万秀美 分行副行长 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府前大街61-2号，4楼会议室 0546-7766969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西城支行 2021-12-14 8：30-12:00 吕延安 支行负责人
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787号102嬉水公园南门西临，2楼201行长
室

0546-7755701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东城支行 2021-12-14 8：30-12:00
冯昌海

支行负责人 东营市东营区东城银座城市广场3期7号楼，2楼201行长室 0546-7765901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广饶支行 2021-12-14 8：30-12:00 西莎莎 支行负责人（代为履职）东营市广饶县孙武路510号-1附近，2楼，201行长室 0546-7722801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垦利支行 2021-12-14 8：30-12:00 信俊彦 支行负责人
东营市垦利县景苑路与胜兴路交叉口西南100米，2楼，201行长
室

0546-7765120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利津支行 2021-12-14 8：30-12:00 刘晓光 支行负责人
东营市利津县津二路417号，2楼，201行长室

0546-7765036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河口支行 2021-12-14 8：30-12:00 姜远 支行负责人 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174号，2楼，201行长室 0546-771150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21      8:30-12:00 周正霞 副行长 东营市北一路749号三楼会议室 0546-817895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22      8:30-12:00 陈玉柱 副行长
东营市北一路749号二楼接待室 0546-817892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 2021-12-20      8:30-12:00 马延真 副行长 东营区东三路171号三楼会议室 0546-801079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16      8:30-12:00 刘伟伟 行长 广饶县乐安大街838号一楼运营行长办公室 0546-6625079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5 8:30-11:30 薄纯阳 分行副行长 东营市东城区府前大街128号中信银行3楼小会议室 0546-7031382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15 8:30-11:30 宓莹莹 支行副行长 东营市东城区府前大街128号中信银行2楼会议室 0546-7019089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胜利支行 2021-12-15 8:30-11:30 宋国峰 支行行长 东营市西城北一路787号中信银行胜利支行三楼会议室 0546-7155620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广饶支行 2021-12-15 8:30-11:30 郑伟 支行副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银座购物广场商务楼中信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6-6886767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垦利支行 2021-12-15 8:30-11:30 林丽珍 支行副行长 东营市垦利区行政新区民丰路中信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6-2882187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西城支行 2021-12-15 8:30-11:30 崔峰 支行行长
东营市西城区西三路与北二路交叉口汇融时代广场中信银行二
楼会议室

0546-8536596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东三路支行 2021-12-15 8:30-11:30 盖东艳 支行行长 东营市东城大渡河路与东三路交叉路口中信银行一楼行长室 0546-7922027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5 8：30-11:30 张智敏 分行行长助理 山东省东营市北一路726号海科大厦民生银行三楼会议室 0546-8100336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22 8：30-11:30 赵芬 营业部总经理
山东省东营市北一路726号海科大厦一楼民生银行营业部一楼贵
宾厅

0546-8100305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8 8：30-11:30 王刚 支行行长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40-47号民生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6-2160888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河口支行 2021-12-14 8：30-11:30 武涛 支行行长助理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104号民生银行一楼接待室 0546-3650011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23 8：30-11:30 牛雪峰 支行行长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正安路丽景豪庭东门民生银行二楼接待室 0546-6820999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东城支行 2021-12-7 8：30-11:30 陈延艳 支行副行长 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55号金融港民生银行一楼会议室 0546-83108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6 08：30-11：30 魏  伟 行长 东营市府前大街67号浦发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6-807580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营业
部

2021-12-1 08：30-11：30 任荣磊 总经理 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197号一楼接待室 0546-288075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利支行 2021-12-6 08：30-11：30 张本帅 行长 东营市济南路21号2楼会议室 0546-837067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9 08：30-11：30 任  行 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渤海华府小区商业楼浦发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6-66609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16 09：00-11：30 王  虎 行长 垦利区中兴路40号浦发银行 0546-8075891

光大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7 8：30-17：00 冯亮亮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333号一楼消保室 0546-8095595

光大银行东营胜利支行 2021-12-14 8：30-17：00 张田美 支行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721号一楼副行长室 0546-8095595

光大银行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22 8：30-17：00 蒋海宁 支行副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孙武路与迎宾路交叉口一楼副行长室 0546-8095595

光大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28 8：30-17：00 王臻 副总经理 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333号一楼消保室 0546-809559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 9:00-11:00 王树青 行长 东城府前大街80号（与康洋路交汇处）三楼会议室 0546-8191690

兴业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1 9:00-11:00 朱翠滨 营业部副总经理 东城府前大街80号（与康洋路交汇处）二楼接待室 0546-8191688

兴业银行东营胜利支行 2021-12-1 9:00-11:00 崔耕毓 零售支行长 西城淄博路105-1号（与西四路交汇处西）一楼办公室 0546-8191857

兴业银行金辰社区支行 2021-12-1 9:00-11:00 赵胜 社区支行长 东城东三路57号（与金辰路交汇处）一楼大厅 0546-8191779

平安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7 9:00-11:00 李先艳 分行副行长
东营区府前大街55号金融港C座平安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1楼财
富室

0546-7076957

广发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3 8:30-11:30 冯翠娥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78号广发银行东营分行三楼会议室 0546-6098708

浙商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 8:30-11:30 朱军 行长（拟） 东营市府前大街65号浙商银行东营分行2楼接待室 0546-7763798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12-9 8:00-11:30 张建国 首席风险官 东营市府前大街87-1号东银大厦一楼103会议室 0546-8150700

  青岛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28 9:00-11:30 张希国 分行行长助理 东营市东城区府前大街72号青岛银行副行长办公室 0546-8975319

第 2 页，共 17 页



青岛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28 9:00-11:30 刘海峰 支行行长 东营市东城区府前大街72号青岛银行行长接待室 0546-7168580

青岛银行东营东营区支行 2021-12-28 9:00-11:30 陈乐鑫 支行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西二路490号青岛银行行长办公室 0546-8975807

青岛银行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28 9:00-11:30 武卿 支行行长 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27号青岛银行行长消保室 0546-2777005

青岛银行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28 9:00-11:30 赵庆军 支行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乐安大街790号青岛银行行长办公室 0546-6625296

青岛银行东营利津支行 2021-12-28 9:00-11:30 李兵 支行行长 东营市利津县津二路486号青岛银行行长办公室 0546-5150003

青岛银行东营河口支行 2021-12-28 9:00-11:30 陈文涛 支行行长 东营市河口区朝阳街137号青岛银行行长办公室 0546-3998177

齐鲁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6 14:00-17:00 任向阳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东四路45号(蓝色港湾东首)
齐鲁银行东营分行三楼接待室

0546-6079590

齐商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2021-12-17 上午8:30-11:30 陈永顺 分行行长 东营市东二路2013号齐商银行东营分行接待室 0546-8733111

齐商银行东营西城支行 2021-12-17 上午8:30-11:30 李磊 支行行长
东营市燕山路与北一路交叉路口北齐商银行东营西城支行二楼
接待室

0546-8799859

齐商银行东营垦利支行 2021-12-17 上午8:30-11:30 李雪峰 支行行长 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199号齐商银行东营垦利支行二楼接待室 0546-2581977

齐商银行东营广饶支行 2021-12-17 上午8:30-11:30 于孝峰 支行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孙武路与迎宾路交叉路口西北角齐商银行东营广
饶支行二楼接待室

0546-6375787

威海市商业银行东营分行 2021-12-10 8:30-11:30 王文良 副行长 东营市西二路500号威海市商业银行302室 0546-8150988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4 9:00-10:00 王清源 副行长 东营市府前大街与康阳路交叉路口烟台银行东营分行2楼会议室 0546-8158921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1-12-10 9:00-11:30 孙磊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55号天津银行东营分行二楼接待室 0546-7278880

东营农村商业银行 2021-12-13 8:30-11:30 张振东 纪委书记 东营区南一路282号东营农商银行16楼接待室 0546-8226088

广饶农商银行 2021-12-15 8:30-11:30 刘廷勇 副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乐安大街569号3楼东会议室 0546-6926977

山东垦利农村商业银行 2021-12-13 8：30-11：30 韩杰 纪委书记 垦利区胜兴路19号垦利农商银行行总部三楼信访接待室 0546-2885756

利津农商行 2021-12-15 8:30-11:30 贾鹏 副行长 利津县津三路276号利津农商行行总部三楼信访接待办公室 0546-5686159

东营莱商村镇银行 2021-12-13 14:00-17:30 丁娜 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282号六楼客户接待室 0546-8036788

东营融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12/2 8：30--11：30 王树春 行长 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辽河路175号2幢107、108室 0546-8198777

垦利乐安村镇银行 2021-12-8 8:00-11:00 孙怀华 监事长 垦利区景苑路10号垦利乐安村镇银行三楼接待室 0546-2779688

东营河口中成村镇银行 2021-12-9 9:00-11:00 侯俊杰 副行长 河口区河兴路208号东营河口中成村镇银行会议室 0546-8879577

广饶梁邹村镇银行营业部 2021-12-19 14:00--17:00 李宁 营业部主任 广饶县傅家路与正安路交叉口101号营业部一楼主任办公室 0546-6686732

利津舜丰村镇银行 2021-12-3 8:30-11:30 庄向波 行长 东营市利津县津二路利津舜丰村镇银行2层楼行长室 0546-5028687

机构名称 接待日期 接待时间
主持接待行
级领导

职务 接待地点 咨询电话

市级机构

农发行德州市分行 2021-12-7     8:30-11:30 韩鹏 副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文化路356号农发行德州市分行三楼南会议室 0534-2684657

工商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10 9:00-11:30 王艺 行长助理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1561号分行接待处303室
0534-2266136 0534-
2266120

农业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6 9:00-11:00 郭延超 分管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商业街72号4楼会议室 0534-8875123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3 8:30-11:30 顾青山 副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东路200号5楼副行长室 0534-2318858

建设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14 9:00-12:00 陈栋 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长河大道128号院内信访室
0534-2383162、
18605343021

交通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21 8:30--12:00 黄学远 分行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广川大道228号分行消保工作室 0534-2298199

邮政储蓄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10 9:00-11:00 陆泽顺 副行长
德州市东方红东路1066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德州市分行二楼会
议室

0534-2180831

浦发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7 9:00-11:30 王成钢 副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路1号3楼会议室 0534-2210628

恒丰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1 8:30-11:30 郭虎 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三八路28号恒丰银行三楼东会议室 0534-5010659

浙商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7 14:30-17:30 时念村 行长 德州市晶华路1556号浙商银行德州分行三楼接待室 0534-2298978

华夏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2 9:00-12:00 郭泽功 副行长 德州市天衢东路1161号绿城百合花园商务办公楼20层楼会议室 0534-2210502

渤海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10 9:00-12:00 张广春 副行长
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东路776号天钰铭城一号楼渤海银行
德州分行四楼党员活动室

0534-2293888

德州银行 2021-12-9  8：30—12：00 姜忠洲 副行长 德州市三八东路1266号德州银行总行三楼302室 0534-2291536

齐鲁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8 14:00—17:00 刘广杰 副行长 德州市三八路1577号齐鲁银行德州分行二楼东会议室 0534-2286974

威海商行德州分行 2021-12-16  8:30-12:00 耿晓旭 副行长 德州市天衢中路1337号2楼副行长办公室 0534-2298655

青岛银行德州分行 2021-12-18 9:00-11:00 许金枝 行长助理 德兴中大道717号 0534-2287699

县（市）机构（管辖支行）

德州农商银行 2021-12-3 8:30-11:30 王荣舜
党委委员、副行
长

德州农商行总行附属楼一楼信访办公室 0534-2235551

陵城农商银行 2021-12-6 8:30-10:30 于恩刚 行长 信访办公室 8280182

平原农商银行 2021-12-10 8:00-11:30 王刚 副行长 平原县平安东大街476号平原农商银行总行信访室 0534-4259809

夏津农商银行 2021-12-17 9:00-11:30 张扬 副行长
德州市夏津县崔公街东首、锦纺街西侧夏津农商银行二楼接待
室

0534-3311006

武城农商银行 2021-12-17 9:00-11:30 邱玉 副行长 武城县振华西街84号武城农商银行5楼会议室 0534-5079066

齐河农商银行 2021-12-8 8:30-12:00 李方泉 副行长 德州市齐河县齐鲁大街215号405房间 0534-5325507

德州市（德州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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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农商银行 2021-12-10 8:30-11:30 秦剑 副行长 信访办公室 0534-7223312

乐陵农商银行 2021-12-7     8:30-12:00 王建华 行长 乐陵市阜新西路345号2层楼信访办房间 0534-6808815

临邑农商银行 2021-12-24 9:00-11:00 孙金才 董事长 消费投诉接待室 0534-4220175

宁津农商银行 2021-12-8 9:00-11:00 刘希顺 党委书记、董事长 宁津农商银行宁城支行三楼会议室 0534-5217286

庆云农商银行 2021-12-9 8:30-12:00 王东新 党委书记、董事长 庆云县中心街35号庆云农商银行信访室 0534-3866859

临邑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2021-12-6 13:30-17:00 王冰 中后台副行长 临邑县迎曦大街鑫都御景苑A区一号 4226226-671

庆云乐安村镇银行 2021-12-20 9:00-11:00 陈朋朋 副行长 德州市庆云县迎宾路999号 庆云乐安村镇银行二楼会议室 0534-3787678

禹城胶东村镇银行 2021-12-20 8:00-11:00 马德良 行长 禹城胶东村镇银行二楼洽谈室 0534-7280927

齐河胶东村镇银行 12月2日 8:00-11:00 王金钟 行长 齐河县晏婴路126号齐河胶东村镇银行 5660572

夏津胶东村镇银行 2021-12-13 9:00-11:00 艾庆国 行长 德州市夏津县夏津胶东村镇银行三楼小会议室 0534-3363066

宁津胶东村镇银行 2021-12-20 9:00-11:00 杨继忠 行长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文昌路领秀城南门东侧4-7号临街商业楼2
楼会议室

0534-5222032

乐陵圆融村镇银行 2021-12-14  8:30-12:00 李国奎 副行长 乐陵市乐福家园沿街楼总行二楼会议接待室 0534-2117887

武城圆融村镇银行 2021-12-10 8:30-11:30 石乔 副行长
武城县向阳路利城金岸沿街楼101-104号武城圆融村镇银行203
室

0534-5070898

陵城圆融村镇银行 2021-12-17  16:00-18:00 张绪建 副行长 德州市陵城区南环路陵城圆融村镇银行206室 0534-6116659

平原圆融村镇银行 2021-12-9 14:00-17:30 杨振松 副行长 德州市平原县富民大街琵琶湾商业街3号楼 0534-2166893

工商银行德城支行 2021-12-10 8:30-11:30 王洪梅 支行副行长 德城区东风红西路1168号德城支行营业室 0534-2266018

工商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刘霞 支行副行长
德州经济开发区康博大道368号市政务大厅北邻开发区支行营业
室

0534-2266269

工商银行运河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卢希利 支行副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1561号分行营业部 0534-2266303

工商银行临邑支行 2021-12-10 8:30-11:30 于海涛 支行副行长 临邑县迎宾路127号临邑支行营业室 0534-5058058

工商银行陵城支行 2021-12-10 8:30-11:30 郭利 支行副行长 德州陵城区政府路陵城支行营业室 0534-8223279

工商银行齐河支行 2021-12-10 8:30-11:30 马希友 支行副行长 齐河齐贸大街176号齐河支行营业室 0534-5338386

工商银行武城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刁其海 支行副行长 武城县振华东街1号武城支行营业室 0534-6515368

工商银行夏津支行 2021-12-10 8:30-11:30 李真 支行副行长 夏津县新市街53号夏津支行营业室  0534-3219087

工商银行禹城支行 2021-12-10 8:30-11:30 纪秋媛 支行副行长 禹城市行政街609号禹城支行营业室 0534-2121718

工商银行乐陵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张俊哲 支行行长助理 乐陵振兴东路东首路北乐陵支行营业室 0534-2118577

工商银行宁津支行 2021-12-10 8:30-11:30 杨荣生 支行副行长 宁津县城中心大街295号宁津支行营业室 0534-5535876

工商银行平原支行 2021-12-10 8:30-11:30 张秀海 支行副行长 平原县车站街路139号平原支行营业室 0534-4211896

工商银行庆云支行 2021-12-10 8:30-11:30 赵荟萃 支行副行长 德州市庆云县新华路865号庆云支行营业室 0534-6106665

农业银行乐陵支行 2021-12-6 9:00-11:00 聂立千 行长助理 乐陵市五洲中大道157号2层楼201房间 0534-8875510

农业银行庆云支行 2021-12-16 9:00-11:00 侯成群 纪委书记 庆云县新兴路999号北三楼副行长室 8875352/13953492369

农业银行开发区支行 2021-12-16 9:00-11:00 张晓茜 分管行长 德州市三八东路1799号3层楼318房间 8872502/13583467818

农业银行德城支行 2021-12-6 9:00-11:00 孙雪雪 分管行长 德州市湖滨中大道918号一楼会议室 5018519/18766093166

农业银行武城支行 2021-12-8 9:00-11:00 耿文豪 分管行长 武城县向阳南路西66号农行二楼会议室 8875602/18963019868

农业银行陵城支行 2021-12-6 9:00-11:00 刘春亮 分管行长 德州市陵城区陵州路85号3层楼党建会议室 8875316/13853406781

农业银行禹城支行 2021-12-16 9:00-11:00 李峰 分管行长 禹城市行政街705号2楼205室 8872705/13583401919

农业银行齐河农行 2021-12-6 9:00-11:00 王晓辉 分管行长 齐河县新华路240号农行一楼会议室 8875826/13396267717

农业银行夏津支行 2021-12-6 9:00-11:00 王志伟 分管行长 夏津县南城街238号 8875705/18253436865

农业银行分行营业部 2021-12-16 9:00-11:00 莫新滢 分管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商业街72号2楼会议室 8875273/13589902869

农业银行宁津支行 2021-12-16 9:00-11:00 杨新 分管行长 宁津县城中心大街521号6楼副行长室
 
8875919/13953432569

农业银行临邑支行 2021-12-16 9:00-11:00 焦体彬 分管行长 德州市临邑县永兴大道48号二楼副行长室 8875582/18766082665

农业银行平原支行 2021-12-16 9:00-11:00 陈静 分管行长 德州市平原（县）平安东大街896号03层楼行长办公室 8875405/13853400260

中国银行齐河支行 2021-12-7 8:30-11:30 梁成栋 副行长 齐河县迎宾路116号4楼副行长室 0534-5326119

中国银行乐陵支行 2021-12-3 8:30-11:30 钟云芳 副行长 乐陵市五洲中大道16号4楼副行长室 0534-6525789

中国银行夏津支行 2021-12-3 8:30-11:30 颜士龙 副行长 夏津县中山北街40号中国银行二楼副行长室 0534-3261657

中国银行禹城支行 2021-12-3 8:30-11:30 杨立坚 副行长 禹城市行政街28号中国银行三楼副行长室 0534-7320100

中国银行陵城支行 2021-12-6 8:30-11:30 贾麟 副行长 德州陵城区临齐街道陵州路126号副行长室 0534-8327902

中国银行武城支行 2021-12-2 8:30-11:30 李维强 行长 武城县振华街东首路南88号三楼行长室 0534-6693396

中国银行临邑支行 2021-12-10 8:30-11:30 李敏 副行长 德州市临邑县迎曦大街268号2楼副行长室 0534-4369008

中国银行平原支行 2021-12-6 8:30-11:30 郝艳 行长 平原县共青团北路150号六楼副行长室 0534-4298001

建设银行陵城支行 2021-12-14 9:00-12:00 李吉静 行长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陵州路133号 1550534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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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武城支行 2021-12-14 9:00-12:00 马  磊 行长 武城县县城振华街 15505345425

建设银行齐河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吕卫东 行长 齐河县阳光路149号 15505345426

建设银行临邑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彭元新 行长 临邑县苍圣大街192号 15505345427

建设银行夏津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吕秀峰 行长 夏津县西关南街158号 15505345428

建设银行宁津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刘玉坤 行长 宁津县中心大街17号 15505345429

建设银行禹城支行 2021-12-14 9:00-12:00 蔡德勇 行长 禹城市行政街160号 15505345430

建设银行平原支行 2021-12-14 9:00-12:00 赵春利 行长 平原县青年路北路北段 15505345431

建设银行乐陵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刘  岩 行长 乐陵市兴隆南大街114号 15505345435

建设银行庆云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张  涛 行长 庆云县新华路57号 15505345436

交通银行德城支行 2021-12-15 8:30--12:00 张倩 支行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湖滨路9号二楼行长室 2622857

交通银行营业部 2021-12-7 8:30--12:00 李达 支行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广川大道228号一楼行长室 2298157

邮储银行陵城支行 2021-12-10 9:00-11:00 张学兵 副行长
德州市陵城区陵州路138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陵城支行二楼会议
室

0534-8262203

邮储银行宁津支行 2021-12-10 9:00-11:00 黄海军 副行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津县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4-5065798

邮储银行乐陵市支行 2021-12-10 9:00-11:00 魏  博 副行长 乐陵市兴隆南大街213号（国税局对面）邮储银行二楼接待室 0534-6666006

邮储银行庆云支行 2021-12-10 9:00-11:00 郭宝玉 副行长 庆云县中心街与315省道交汇处路北邮储银行二楼会议室 0534-3773799

邮储银行禹城支行 2021-12-10 9:00-11:00 张金昌 副行长
禹城市行政街6号（阿波罗大酒店对面）；邮储银行禹城市支行
三楼会议室

0534-7320608

邮储银行齐河支行 2021-12-10 9:00-11:00 王  新 行长 齐河县齐贸大街26号邮储银行二楼小会议室 0534-5321998

邮储银行临邑支行 2021-12-10 9:00-11:00 邓二壮 副行长 临邑县永兴大街82号，邮储银行临邑县支行四楼会议室 0534-4231688

邮储银行武城支行 2021-12-10 9:00-11:00 赵汉卿 行长
武城县古贝路北段交警队对面畅和苑大厦，邮储银行武城县支
行三楼会议室

0534-6699627

邮储银行夏津支行 2021-12-10 9:00-11:00 曲子旺 副行长
夏津县中山北街西侧崔公街南侧（人民公园对过），邮储银行
夏津县支行三楼会议室

0534-3360816

邮储银行平原支行 2021-12-10 9:00-11:00 李钊 副行长 邮储银行平原县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4-2165738

恒丰银行德州禹城支行 2021-12-7 8:30-11:30 陈锡华 支行副行长 禹城市行政街437号恒丰银行禹城支行一楼会议室 18005341808

恒丰银行德州开发区支行 2021-12-10 8:30-11:30 牟莉莉 支行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康博大道275号恒丰银行开发区支行二楼会议室0534-5018600

恒丰银行兴河湾小微支行 2021-12-15 8:30-11:30 毕懿 分行副行长 德州市德城区三八路28号恒丰银行三楼东会议室 18053416661

德州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 2021-12-15  8:30-12:00 黄义成 副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1139号德州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二
楼

0534-2291772

德州银行德城支行 2021-12-14  8:30-12:00 张艳 副行长 德州市湖滨中大道1111号德城支行二楼副行长办公室 0534-2297295

德州银行新湖支行 2021-12-15  8:30-12:00 杨兵良 副行长 德州市东方红西路1426号德州银行二楼210室 0534-2680871

德州银行陵城区支行 2021-12-10  8:30-12:00 宫硕鑫 副行长 陵城区唐城路4号德州银行陵城区支行二楼副行长室 0534-8827128

德州银行宁津支行 2021-12-8  8:30-12:00 周玉聪 副行长 宁津县阳光大街汇福阳光小区14号德州银行宁津支行二楼副行长室0534-5539978

德州银行平原支行 2021-12-9  8:30-12:00 赵德政 副行长 平原县车站街171号德州银行平原支行二楼205室 0534-7768689

德州银行乐陵支行 2021-12-7  8:30-12:00 李文勇 副行长 乐陵市兴隆南大街90号德州银行乐陵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4-6705581

德州银行夏津支行 2021-12-8  8:30-12:00 魏伟 行长 夏津县德州银行夏津支行二楼行长室 0534-3210877

德州银行禹城支行 2021-12-6  8:30-12:00 李文东 副行长 禹城市汉槐街226号德州银行禹城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4-7280359

德州银行齐河支行 2021-12-16  8:30-12:00 姬永香 副行长 齐河县新华路256号德州银行齐河支行二楼副行长室 0534-5661621

德州银行武城支行 2021-12-16  8:30-12:00 刘友志 副行长 武城县振华东街199号德州银行武城支行二楼副行长室 0534-6766566

德州银行临邑支行 2021-12-16  8:30-12:00 董晋 副行长 临邑县迎宾路198号德州银行临邑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4-4222766

德州银行庆云支行 2021-12-15  8:30-12:00 张寿朋 行长 庆云县中心街金宇建材FDMC国际商城A5号楼二楼行长办公室 0534-3667001

齐鲁银行德州开发区支行 2021-12-8 14:00—17:00 王琦 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三八东路22号（德建大厦一楼）会议室 0534-2221086

齐鲁银行德州宁津支行 2021-12-8 14:00—17:00 王华智 行长 宁津县教育大厦一楼 0534-5776177

齐鲁银行德州临邑支行 2021-12-8 14:00—17:00 孙吉贵 行长 临邑县广场大街新世纪商厦一层 0534-4799758

齐鲁银行德州分行营业部 2021-12-8 14:00—17:00 崔兆新 总经理 德州市三八路1577号一层营业部 0534-2289968

齐鲁银行德州武城支行 2021-12-8 14:00—17:00 孙玉宾 行长 武城县振华东街109号 0534-6765008

齐鲁银行德州齐河支行 2021-12-8 14:00—17:00 傅迪 行长 齐河县阳光路1号中央城1号商业楼 0534-5660902

齐鲁银行德州平原支行 2021-12-8 14:00—17:00 刘朋涛 行长 平原县府前街万隆商厦 0534-4216662

齐鲁银行德州陵城支行 2021-12-8 14:00—17:00 尹绪彬 行长 陵城区政府南大街与南环东路交汇处西北角 0534-8296158

威海商行营业部 2021-12-16  8:30-12:00 霍瑞军 副行长 德州市天衢中路1337号1楼总经理办公室 0534-2298670

威海商行开发区支行 2021-12-16  8:30-12:00 杨帅 副行长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博大道668号行长办公室 0534-2298298

威海商行临邑支行 2021-12-16  8:30-12:00 钟超华 副行长 德州市临邑县瑞园路盛世家园2楼行长办公室 0534-4238018

威海商行禹城支行 2021-12-16  8:30-12:00 姜大龙 副行长 德州市禹城市建设北路嘉和园北区1号楼8号商铺2楼行长办公室 0534-7367987

威海商行齐河支行 2021-12-16  8:30-12:00 翟珂 副行长 德州市齐河县城区晏婴路路东南首第十号路2楼行长办公室 0534-5620602

青岛银行分行营业部 2021-12-18 9:00-11:00 孙晓月 支行分管行长 德兴中大道717号 0534-228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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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行德州科技支行 2021-12-18 10:00-12:00 张欣 支行分管行长 开发区中建华府南门S6号楼 0534-2260930

青岛银行德州临邑支行 2021-12-18 14:00-16:00 朱艳蓓 支行分管行长 临邑县迎宾路167号 0534-4266668

青岛银行德州禹城支行 2021-12-18 14:00-16:00 刘超 支行行长 禹城市名仕嘉园20号楼沿街门市北1-3 0534-7221007

机构名称 接待日期（月 日） 接待时间
主持接待行
级领导

职务 接待地点 咨询电话

法人机构名称

聊城农商银行 2021-12-20 9：00-11：00 刘志国 副行长 聊城市东昌府军需路2号聊城农商银行 信访室 0635-8210296

临清农商银行 2021-12-20 上午8:30——12:00 赵义 副行长 信访办公室 0635-2425828

东阿农商银行 2021-12-9 8:30-11:30 赵丽敏 行长 总行三楼会议室 0635-3265126

莘县农商银行 2021-12-7 8:30-11:30 种睿 副行长 总行二楼信访室 06375-7388712 

阳谷农商银行 2021-12-11 8:00-12:00 任珂 副行长 阳谷农商银行总行1楼信访接待室 0635-6216088

高唐农商银行 2021-12-1 9：00-11：00 季文岗 行长 七楼会议室 18063555060

茌平农商银行 2021-12-9 上午9：00-11：00 樊东岳 副行长 聊城市茌平区振兴西路1412号茌平农商银行5楼接待室 4219016

润昌农商银行 2021-12-7 上午8:00——12:00 刘伟
党委委员、副行
长长

信访办公室 5685937

聊城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1-12-15 8：30-12:00 夏静
副行长（主持工
作）

聊城沪农商村镇银行 0635-5082131

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1-12-3 上午9:00-11:00 杨红光 行长 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总行三楼视频会议室 0635-2976707

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1-12-3 8：30-12:00 金栋
副行长（主持工
作）

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 0635-2980913

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1-12-15 9：00-17:00 张超杰 行长 营业大厅 0635-2957222

东阿青隆村镇银行 2021.12.7 8:00-12:00 程玉玺 行长 行长办公室 15610280088

高唐青隆村镇银行 2020.12.8 上午8点-12点 杜学君 董事长 三楼办公室 0635-2960101

莘县青隆村镇银行 2021.12.14 8:00-12:00 杨建国 行长 行长办公室 0635-7697693

山东冠县齐丰村镇银行 2021-12-6 8:00-12:00 孙洪伟 营业部总经理
冠县振兴路与兴华路交汇处西北角山东冠县齐丰村镇银行二楼
接待室

0635-2917111

二级机构名称

农发行聊城市分行 20211202 8:30-17:30 李从阁 副行长 农发行聊城市分行二楼201室 0635-8767969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8 9:00--11:00 桑博 分行副行长 东昌东分理处 0635-8516755

农业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23 下午15:00-17:00 胡晓东
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

分行消保会议室 0635-6325140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07 9:00-11:30 殷建国 行长 东昌西路135号聊城中行19楼会议室 0635-8427750

建设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4 9点—12点 舒丙来 高级产品经理 八楼会议室 8439271

交通银行聊城分行 12.6 8:30—12:00 王凯                                                                                                                                                                                                                                                                                                                                                                                                                    行长助理 聊城市兴华西路49号交通银行聊城分行二楼办公室行长办公室
0635-8761127
06358761091

邮储银行聊城市分行 2021-12-7 9:00-11:30 胡建民 副行长 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路177号市分行办公楼17楼1706房间
0635-8908165

华夏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0 9：00-12：00 刘峰 总监 聊城市东昌西路31号三楼接待室 0635-8205547

浦发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7 上午8.30-11.30 李建成 分行行长 聊城分行三楼行长室 0635-8685899

招商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 上午9：00-12：00 闻涛 行长 聊城市东昌东路63号招商银行聊城分行三楼综合管理部 0635-8501997

兴业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9 上午9:00-12:00 张军 行长 聊城市东昌西路196号，兴业银行聊城分行行长室 0635-7071155

恒丰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2 上午（9:0-12:00） 孙敏 分行行长 聊城市兴华西路46号三楼304室 0635-5050086

民生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5 9：00-11：30 李光金 行长 星光大厦16楼办公室 0635-8367107

光大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2 8：30-12：00 姜涛 副行长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东路86号2楼行长洽谈室 0635-8800710

北京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8 9：00-12:00 杨磊 行长 聊城市东昌西路7号北京银行四楼会议室 0635-8505502

莱商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3 8:30-11:30 张欣 行长 聊城市东昌府区向阳路129号二楼小会议室 0635-8761122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刘超 分行风险总监 聊城市东昌东路109号三楼会议室 0635-2939077

潍坊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薛建华 副行长 聊城开发区东昌路95号潍坊银行第二会议室 0635-6195008

德州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7 8：30-12：00 于超 分行副行长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西路72号德州银行219办公室 0635-7071006

济宁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7 9:00-11:30 王刚 书记 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西路216号聊城分行办公楼
0635-7290926、
7290986

日照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08 8:30至12:00 席守华 副行长 聊城市开发区东昌东路86号一楼消保接待室 0635-8389729

威海市商业银行聊城分行 2021-12-11 9：00-11:30 王邕 副行长 聊城市东昌西路117号3层楼302房间 0635-5108100

聊城市县支行（管辖支行）

工商银行聊城阳谷支行 2021-12-10 9:00--11:00 党荣来 支行副行长 营业室 0635-6212363

工商银行聊城阳谷支行 2021-12-3 9:00--11:00 王强 支行行长 狮子楼分理处 0635-6212367

工商银行聊城莘县支行 2021-12-6 9：00-11：00 井业龙 支行行长 支行营业室 0635-7325110

工商银行聊城莘县支行 2021-12-17 9：00-11：00 邵亚丽 支行副行长 支行营业室 0635-7325110

聊城市(聊城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第 6 页，共 17 页



工商银行聊城冠县支行 2021-12-24 14：30--16:30 王成军 支行行长 营业室 0635-5286512

工商银行聊城冠县支行 2021-12-24 14：30--16:30 张栋 支行副行长 育才路支行 0635-6025387

工商银行聊城高唐支行 2021-12-15 9:00--11:00 徐勇 支行行长 高唐支行营业室 0635-3952058

工商银行聊城高唐支行 2021-12-22 9：00-11：00 刘桂林 分管行长 高唐支行第一储蓄所 0635-3952093

工商银行聊城临清支行 2021-12-13 9:00--11:00 卢彬 支行副行长 解放路储蓄所 0635-2435496

工商银行聊城临清支行 2021-12-24 9:00--11:00 刘军 支行副行长 九龙商场储蓄所 0635-2316845

工商银行聊城茌平支行 2021-12-17 9:00--11:00 邵斌 行长 营业室 0635-4250436

工商银行聊城茌平支行 2021-12-23 9:00--11:00 刘敬坤 支行副行长 文化西路支行 0635-4220198

工商银行聊城东阿支行 2021-12-8 9:00--11:00 张伟 行长 营业室 0635-3284949

工商银行聊城东阿支行 2021-12-22 9:00--11:00 满珍晶 支行副行长 前进街支行 0635-3261109

农行东昌府支行 20211222 下午15:00-17:00 李国胜
东昌府农行党委
书记、行长

支行二楼会议室 0635-8341168

农行开发区支行 20211216 下午14:00-17:00 侯庆谨
开发区农行党委
书记、行长

开发区支行三楼接待室 0635-8512035

农行分行营业部 20211216 上午9:00-11:30 宋志
分行营业部副总
经理

分行营业部消费者投诉咨询办公室 0635-8901200

农行临清支行 20211216 下午14:00-17:00 吴国强
临清市农行纪委
书记

消费者投诉咨询办公室 0635-2328968

农行冠县支行 20211216 上午9：00-12:00 王冠彤
冠县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

冠县支行二楼接待室 0635-5280601

农行莘县支行 20211210 下午14:00-17:00 张锡彦
莘县支行纪委书
记

支行第二会议室 0635-7321869

农行阳谷支行 20211224 上午9：00-11:30 张忠雷
阳谷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

消费者投诉咨询办公室 0635-6262281

农行茌平支行 20211224 上午9：00-12:00 孟宪林
茌平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

支行5楼会议室 0635-4260915

农行高唐支行 20211215 下午14:00-17:00 杜兴安 高唐农行副行长 支行消费者投诉咨询办公室 0635-3957738

农行东阿支行 20211216 上午09：00-11：00 刘克强
东阿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

支行会议室 0635-3263606

中国银行东阿支行 20211214 9:00-11:30 梁栋 行长 东阿县青年街99号东阿中行1楼接待室 0635-3272061

中国银行阳谷支行 20211206 9:00-11:30 张勇 行长 阳谷县运河东路131号阳谷中行1楼消保室 0635-6263538

中国银行茌平支行 20211210 9:00-11:30 孙峥 行长 茌平县北顺河街169号茌平中行3楼会议室 0635-4251302

中国银行临清支行 20211207 9:00-11:30 安吉虎 行长 临清市龙华路567号临清中行3楼接待室 0635-2320986

中国银行高唐支行 20211207 9:00-11:30 刘静 副行长 高唐县官道街36号高唐中行行长4楼办公室 0635-3950629

中国银行冠县支行 20211206 9:00-11:30 谢利 行长 冠县振兴东路122号冠县中行1楼会议室 0635-5685188

中国建设银行临清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刘爱国 行长 三楼接待室 2422940

中国建设银行冠县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田斌田 行长 二楼会议室 5231800

中国建设银行莘县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赵清军 行长 二楼会议室 7323806

中国建设银行阳谷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刘学晖 行长 三楼接待室 6212094

中国建设银行东阿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申广华 行长 三楼会议室 3282593

中国建设银行茌平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李长城 行长 三楼会议室 4272328

中国建设银行高唐支行 2021-12-14 9点—12点 崔玉荣 副行长 二楼会议室 3908997

交通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12.6 8:30—12:00 李丽环 支行行长 兴华西路中通时代豪园49号 0635-8761029

交通银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12.13 8:30—12:00 胡玉秀 支行行长 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光城市广场振华购物中心 0635-8761035

交通银行聊城东昌府支行 12.13 8:30—12:00 楚园园 支行行长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路西金紫荆商厦 0635-8761928

邮储银行聊城市郊区支行 2021-12-7 9:00-11:30 侯进凯 副行长 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97号邮政局五楼509室 0635-8206671

邮储银行阳谷县支行 2021-12-7 9:00-11:30 马震 行长 阳谷县北环路6号行长办公室201室 0635-6210889

邮储银行莘县支行 2021-12-7 9:00-11:30 张丽 副行长 莘县振兴街时代广场D区1号楼办公楼二楼 0635-7326331

邮储银行茌平县支行 2021-12-7 9:00-11:30 赵宝佳 行长 茌平县新政路246号416室 0635-4271028

邮储银行东阿县支行 2021-12-7 9:00-11:30 陈浩洋 行长 东阿县青年街与光明街交叉路口西南角县行办公楼2楼会议室 0635-3268126

邮储银行冠县支行 2021-12-7 9:00-11:30 许建超 行长 冠县红旗北路84号邮储银行行长办公室 0635-5283789

邮储银行高唐县支行 2021-12-7 9:00-11:30 许鹏 行长 高唐县官道北街511号县支行办公楼二楼211房间 0635-3958669

邮储银行临清市支行 2021-12-7 9:00-11:30 杨涛 行长 临清市古楼东街25号县行办公楼3楼302室 0635-2328106

华夏银行聊城茌平支行 2021.12.10 9：00-12：00 李勇君 支行运营行长 聊城市茌平区中心街641号一楼贵宾室 0635-4263690

兴业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2021-12-16 上午9:00-12:00 安树 支行行长 聊城市东昌西路196号，兴业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0635-7070199

民生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2021-12-15 9：00-11：30 代龙 营业部总经理 中国民生银行一楼营业部 0635-8367167

浦发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2021-12-14 上午8.30-11.30 杨飞 总经理 聊城分行一楼总经理办公室 0635-8765181

浦发银行冠县支行 2021-12-21 上午8.30-11.30 张兴龙 支行行长 冠县支行一楼贵宾室 0635-5867199

浦发银行高新支行 2021-12-28 上午8.30-11.30 董玮 支行行长 高新支行一楼贵宾室 0635-876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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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商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2021-12-13 8:30-11:30 赵夫川 总经理 营业部行长办公室 0635-8761123

莱商银行聊城科技支行 2021-12-13 8:30-11:30 王群 支行行长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路1-1号二楼会议室 0635-8761170

莱商银行聊城香江支行 2021-12-13 8:30-11:30 王亚辉 支行行长 聊城市建设路187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8761366

莱商银行聊城临清支行 2021-12-13 8:30-11:30 谢可瑶 支行行长 聊城市文化路36号泉润书香苑沿街楼 0635-8761188

莱商银行聊城阳谷支行 2021-12-13 8:30-11:30 周凯 支行行长 临清古楼东街2988号行长办公室 0635-2318877

莱商银行聊城文化路社区支行 2021-12-13 8:30-11:30 于琪 行长助理 阳谷县新世纪广场购物中心3号楼沿街130-134号行长办公室 0635-6266077

恒丰银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2021-12-15 上午（9:00-12:00） 马士锋 支行行长助理 聊城市东昌东路58号开一楼营业厅vip接待室 0635-5050099

恒丰银行聊城临清支行 2021-12-9 上午（9：00--12：00）   于志坚 支行行长 临清市永青路观澜国际小区南临街楼二楼202室 0635-5020067

恒丰银行聊城高唐支行 2021-12-10 上午（9：00-12:00） 王海燕 支行行长 高唐县时风路龙海佳苑10号楼三楼301室 0635-2967060

恒丰银行聊城阳谷支行 2021-12-13 上午（9：00--12：00） 刘新路 行长 阳谷县黄河东路159号二楼201室 0635-2953766

恒丰银行聊城茌平支行 2021-12-14 上午（9：00--12：00） 刘芳 支行行长 茌平县枣香街4867号三楼301室 0635-5068687

北京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2021-12-8 9：00-12:00 赵书强 总经理 聊城市东昌西路7号北京银行一楼贵宾接待室 0635-8505511

北京银行聊城冠县支行 2021-12-8 9：00-12:00 于海狮 行长助理 聊城市冠县红旗路与振兴路交叉口A幢1楼消保洽谈室 0635-5867266

齐鲁银行聊城临清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张艳 支行行长 聊城临清市古楼东街2009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2976500

齐鲁银行聊城茌平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张洪民 支行行长 聊城茌平区隅东路115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2982006

齐鲁银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周露 支行行长 聊城市长江路111号华建一街区五号商业办公楼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2189055

齐鲁银行聊城高唐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韩登森 支行行长 聊城高唐县金城广场斜对面二楼接待室 0635-2968099

齐鲁银行聊城阳谷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张立军 支行行长 聊城阳谷县谷山路145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2939026

齐鲁银行聊城莘县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杨杰 支行行长 聊城莘县莘亭路98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2915099

齐鲁银行聊城东阿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赵保峰 支行行长 聊城东阿县青年街133号二楼会议室 0635-2170160

齐鲁银行聊城冠县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于明静 支行行长 聊城冠县振兴路与和平路交叉口东北角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2915099

齐鲁银行聊城东昌府支行 12月8日 下午2：00—5：00 谷圣凯 支行行长 聊城东昌西路36号二楼行长办公室 0635-7077199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12月8日 下午2：00—5：00 王文理 分行营业部总经理 聊城市东昌东路109号二楼总经理办公室 0635-2939127

潍坊银行聊城高唐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韩怀峰 行长 高唐县官道街与人和路交界处东南角潍坊银行二楼会议室 0635-5196681

潍坊银行聊城阳谷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蔡现恒 副行长（主持工作）阳谷县黄山路与博济路东南角潍坊银行二楼会议室 0635-7100567

潍坊银行聊城临清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安学刚 行长 聊城临清市曙光路与红星路交叉口潍坊银行三楼会议室 0635-7296588

潍坊银行聊城茌平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许恒伟
副行长（主持工
作）

茌平县迎宾大道1868号潍坊银行二楼会议室 0635-4229112

潍坊银行聊城东昌府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皮哲 行长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路99号潍坊银行二楼会议室 0635-6195035

潍坊银行聊城香江小微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李兆庭 行长 聊城东阿县府前街1号潍坊银行二楼会议室 0635-6010999

潍坊银行聊城东阿支行 2021-12-16 上午8点30分至12点 李艳艳
副行长（主持工
作）

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路与花园路交叉口西北角星光水晶城三期
61号商业楼潍坊银行二楼会议室

0635-5100756

机构名称 接待日期 接待时间
主持接待行
级领导

职务 接待地点 咨询电话

农业发展银行滨州市分行 2021-12-1 8:30-11:30 翟玉金 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433号（农发行办公楼） 二楼接待室 0543--3805001

农业发展银行沾化区支行 2021-12-3 8:30-11:30 李凤飞 副行长 沾化区富电路288号,农发行沾化区支行办公楼二楼副行长室 0543--7327603

农业发展银行邹平市支行 2021-12-2 8:30-11:30 王栋 行长
邹平市黄山三路21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邹平市支行二楼行长办
公室

0543--4327224

农业发展银行惠民县支行 2021-12-8 8:30-11:30 张晓虹 行长 惠民县文安路228号农发行办公楼3楼接待室 0543--5368005

农业发展银行阳信县支行 2021-12-6 8:30-11:30 柴婷婷 行长 阳信县阳城四路705号农发行阳信县支行办公楼二楼201室 0543--8213470

农业发展银行无棣县支行 2021-12-8 8:30-11:30 冀玉先 副行长 无棣县中心大街1-34号办公楼三楼接待室 0543--6787006

农业发展银行博兴县支行 2021-12-6 8:30-11:30 韩士义 行长 博兴县博城三路91号博兴县支行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0543--2326243

工商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0 9:00-11:30 唐鸿雁 副行长 工商银行滨州分行 0543-3222739

工商银行渤海支行 2021-12-2 9:00-11:30 赵楠楠 副行长 工行滨州渤海支行营业室 0543-3222034

工商银行滨北支行 2021-12-9 9:00-11:30 王琳 行长 工行滨州滨北支行营业室 0543-3511181

工商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3 9:00-11:30 吴兴华 副行长 工行阳信支行营业室 0543-8267173

工商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3 9:00-11:30 吴红梅 副行长 工行博兴西城支行 0543-2300210

工商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7 9:00-11:30 李桂贞 副行长 工行沾化支行营业室 0543-7322225

工商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10 9:00-11:30 王镇 纪检员 工行滨城支行营业室 13954318859

工商银行惠民支行 2021-12-8 9:00-11:30 毛建华 副行长 工行惠民支营业室 13954387889

工商银行新城支行 2021-12-7 9:00-11:30 朱静 副行长 工行滨州分行营业部 18005439333

工商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8 9：00-11:30 郭安山 副行长 工行无棣支行营业室 13905433692

工商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3 9:00-11:30 柴树元 经理三级 工行邹平黛溪支行 0543-8170216

滨州市（滨州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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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贾希光 副行长 滨州市府后街197号（农行办公楼509房间） 0543-3092341

农业银行惠民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张洪军 副行长 惠民县城东门大街2号（农行办公楼204房间） 0543-5603472

农业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甄壮壮 副行长 阳信县阳城三路945号（农行办公楼三路接待室） 0543-5603698

农业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张霄 副行长 无棣县城中心大街131-1号（农行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0543-5603611

农业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墨超 副行长 沾化区富电路188号（农行办公楼三楼第二会议室） 0543-5603772

农业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商平波 副行长 博兴县城胜利二路299号（农行办公楼403房间） 0543-5603362

农业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牛恩立 副行长 邹平县城黛溪三路132号（农行办公室楼六楼会议室） 0543-5603829

农业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彭晓辉 副行长 滨州市渤海五路546号（农行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0543-5603247

农业银行开发区支行 2021-12-10 12月10日上午9:00-11:00 牟秀中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二路329号（农行办公楼201房间） 0543-5603541

中国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4 9:00-11:30 王薇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四路280号一楼理财室 0543-3061660

中国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14 9:00-11:30 李春晖 副行长 中国银行阳信支行行长办公室 0543-8233133

中国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14 9:00-11:30 宋涛 副行长 邹平市黛溪三路65号中国银行邹平支行办公楼8楼 0543-4350965

中国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14 9:00-11:30 刘慧敏 副行长 无棣县院前街17号4楼副行长室 0543-8136902

中国银行北海支行 2021-12-14 9:00-11:30 胡光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十二路渤海九路北海支行综合管理部 0543-3061829

中国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14 9:00-11:30 魏超 副行长 博兴县胜利一路399号办公楼3楼小会议室 0543-2300130

中国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14 9:00-11:30 宋婷婷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77号中国银行二楼行长室 0543-3186099

中国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14 9:00-11:30 张建玲 副行长 中国银行沾化支行营业部 0543-7323772

建设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4. 9:00-12:00 赵延军 高级客户经理 滨州市滨城区渤海七路603号建行渤七支行二楼会议室 0543-3324515

建设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张行帅 副行长 博兴支行二楼小会议室 0543-2381787

建设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周涛 副行长 邹平营业室（城南新区鹤伴二路西首268号） 13605430955

建设银行惠民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刘卫东 副行长 惠民县南关街171号建行办公楼4楼403房间 0543-5332420

建设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14. 9:00-12:00 杨健 副行长 阳信支行三楼会议室 0543-8211851

建设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14. 9:00-12:00 李瑞景 支行营运主管 无棣支行三楼营运主管办公室 0543-6320714

建设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徐承熙 副行长 沾化支行办公楼二楼219房间 0543-7324477

建设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14. 9:00-12:00 张崇刚 行长 滨城支行9楼会议室 0543-3313607

交通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9 9:00-12:00 侯键东 分行行长 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八路567号交通银行贵宾厅 0543-3091259

交通银行营业部 2021-12-15 9:00-12:00 陈淑敬 支行行长 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八路567号交通银行营业部消保接待室 0543-3091216

交通银行黄河二路支行 2021-12-17 9:00-12:00 李建芳 支行行长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二路渤海七路西北角黄河二路支行消保接待
室

0543-3215667

邮政储蓄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6 14:30-17:30 张萍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3号邮储银行办公楼1107室 0543-3183925

邮政储蓄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6 14:30-17:30 牟洪波 副行长 阳信县阳城四路370号办公楼邮储银行402室 0543-8268279

邮政储蓄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6 14:30-17:30 刘科 副行长 邹平市黛溪三路黛溪不夜城东邮政储蓄银行309室 0543-4329139

邮政储蓄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6 14:30-17:30 周鲁东 行长 博兴县博城五路与新城一路交汇处沿街楼邮储银行三楼会议室 0543-2300325

邮政储蓄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6 14:30-17:30 颜大帅 副行长 沾化区文化路149号邮储银行办公楼三楼综管办办公室 0543-7322006

邮政储蓄银行惠民支行 2021-12-6 14:30-17:30 张泉 行长 惠民县文安东路88号华云楼邮储银行3楼310室 0543-5335376

邮政储蓄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6 14:30-17:30 孙涛 副行长
无棣县棣新四路与中心大街交叉路口邮储银行办公楼三楼接待
室

0543-6332077

恒丰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8 9:00-12:00 张亮 分行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15号恒丰大厦505室 0543-2110717

恒丰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8 9:00-12:00 薛倩 支行行长 滨州市黄河三路549号恒丰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2110983

恒丰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8 9:00-12:00 鲁建光 支行行长 无棣县棣新一路437号恒丰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2155009

恒丰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8 9:00-12:00 赵时光 支行行长 阳信县阳城三路太古城033号恒丰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2200718

恒丰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8 9:00-12:00 兰晓杰 支行行长 邹平市黄山三路138号恒丰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2182266

恒丰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8 9:00-12:00 王明月 支行行长 博兴县博昌街道办事处乐安大街999号恒丰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2123511

兴业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24 12月24日上午 雷建军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91号大学饭店西侧兴业银行办公楼四楼接待室 0543--3093328

兴业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24 12月24日上午 李敬东 副行长 滨州市邹平县黄山三路140号兴业银行办公楼二楼接待室 0543--4366112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3 8:30-11:30 韩勇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四路601号国际大厦招商银行滨州分行3层305房间 0543-5088009

招商银行营业部 2021-12-3 8:30-11:30 李月涛 总经理 滨州市黄河四路601号国际大厦招商银行滨州分行3层接待室 0543-5088037

招商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3 8:30-11:30 许殿辉 支行行长
滨州市黄河六路渤海七路667号招商银行滨州滨城支行二楼接待
室

0543-5088857

招商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3 8:30-11:30 李薇 支行行长 邹平市鹤伴一路966号滨州邹平支行二楼接待室 0543-4892388

招商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3 8:30-11:30 刘锡刚   支行行长 滨州市博兴县新城二路766号北侧行滨州博兴支行二楼接待室 0543-2399801

华夏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23 9：00-12：00 单超 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号华夏银行三楼会议室 0543-3097112

华夏银行滨州分行营业部 2021-12-23 9：00-12：00 吴晓泉 营业部经理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号华夏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30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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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5 9:00-12:00 朱刚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七路中信银行二楼副行长室 0543-3189189

中信银行滨州分行营业部 2021-12-15 9:00-12:00 徐建平 经理 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七路中信银行一楼经理室 0543-3189757

光大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0 9:00-11:00 耿海霞 行长助理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号 0543-3176619

齐商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7 9:00-11:30；14:00-17:00 张玉鹏 副行长 滨州市渤海十八路657号齐商银行滨州分行702会议室 0543-3188178

齐商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1 9:00-11:30；14:00-17:00 吕刚 副行长 邹平市鹤伴一路962号齐商银行2楼会议室 0543-4356577

齐商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22
9:00-11:30；14:00-18：
00

卞玉国 博兴支行行长 博兴县博城三路与胜利二路交叉口齐商银行博兴支行 0543-2367999

齐商银行惠民支行 2021-12-27 9:00-11:30；14:00-17:00 李广迪 支行行长 滨州市惠民县环城东路89号齐商银行惠民支行三楼会议室 0543-5371206

齐商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1 9:00-11:30；14:00-17:00 李琮 行长 滨州无棣县海丰十四路157号二楼会议室 0543-5152999

齐商银行阳信支行 2021-11-8 9:00-11:30；14:00-17:00 吴斌 支行行长 滨州市阳信县阳城六路以北，幸福三路以西，转盘西200米路北 0543-8810777

东营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4 上午8：00--11：30 张艳敏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七路渤海十八路西丰泽御景东营银行九楼903 0543-3150957

东营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4 上午8：00--11：30 张鹏 支行行长 博兴县新城二路与博城二路交叉路口 0543-2916080

东营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4 上午8：00--11：30 姚勇 支行行长 邹平鹤伴一路99号政务大楼向西50米路北 0543-4338381

东营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4 上午8：00--11：30 张超 支行行长 无棣县老城区中心大街新天地步行街 0543-6660863

东营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4 上午8：00--11：30 张伟 支行行长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路409号 0543-7318927

德州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4 8:30-12:00 王长波 分行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二路德州银行303室 0543-3211518

德州银行滨州分行营业部 2021-12-14 9：00-11:30 张子龙 分行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二路德州银行305室 0543-3095010

德州银行无棣支行 2021-12-8 9：00-11:30 张乾 支行行长 无棣县棣新四路2-4号二楼会议室 0543--6660099

德州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16 9：00-11:30 李进 支行行长 邹平市黛溪不夜城东首，德州银行二楼会议室 5434966266

德州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15 9：00-11:30 刘秀平 支行行长 博兴县博城三路胜利二路交叉口德州银行309会议室 0543-2358970

潍坊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0 9点-11点 王树军 行长 滨城区府右街51号潍坊银行3楼323号 0543-3096399

潍坊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13 2点-5点 刘娜 行长助理 滨城区黄河八路383-8号滨城支行会议室 0543-3090259

潍坊银行博兴支行 2021-12-15 9点-11点 靳伦平 副行长 博兴县新城二路1139号博兴支行会议室 0543-2866388

潍坊银行阳信支行 2021-12-16 9点-11点 雷波 行长 阳信县阳城六路1133号阳信支行会议室 0543-8589800

潍坊银行沾化支行 2021-12-16 9点-11点 王方舟 行长助理 沾化区金海五路银河五路站沾化支行会议室 0543-7311877

潍坊银行邹平支行 2021-12-17 9点-11点 张新华 副行长 邹平市鹤伴二路789号邹平支行会议室 0543-4288800

青岛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8 9：00至16：30 尹玲
滨州分行行长助
理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471号 0543-3798022

青岛银行滨州分行营业部 2021.12.27 9：00至16：30 杨晓
滨州分行营业部
副总经理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471号 0543-3798091

青岛银行滨州滨城支行 2021.12.17 9：00至16：30 沙呈呈
滨州滨城支行副
行长

滨州市滨城区渤海七路459号 0543-3097585

青岛银行滨州黄河十一路支行 2021.12.24 9：00至16：30 李婷婷
滨州黄河十一路
支行行长助理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一路876号建大清怡苑一号楼 0543-3096219

齐鲁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5 下午2：00—5：00 初  锋 分行行长助理 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九路交叉口西南角齐鲁银行二楼会议室 3189937

齐鲁银行滨州无棣支行 2021-12-15 下午2：00—5：00 崔学刚 支行行长
滨州市无棣县海丰十三路、棣州一路交叉口时代华庭商品房齐
鲁银行滨州无棣支行二楼会议室

6786099

齐鲁银行滨州博兴支行 2021-12-15 下午2：00—5：00 牛洪涛 支行行长
滨州市博兴县博昌街道新城二路西博城二路北（渤海锦绣城）
南会所齐鲁银行滨州博兴支行二楼会议室

3189970

齐鲁银行滨城支行 2021-12-15 下午2：00—5：00 陶  金 支行行长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六路498号齐鲁银行滨州滨城支行二楼会议室 3189101

齐鲁银行滨州邹平支行 2021-12-15 下午2：00—5：00 王  凯 支行行长助理
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一路与邹周路交叉口西北角齐鲁银行滨州邹
平支行二路会议室

4962557

威海市商业银行滨州分行 2021.12.1 8:30-16:00 栾树涛 副行长 威海市商业银行滨州分行办公楼3楼接待室 0543-3121316

滨州农商银行 2021.12.1 9:30—11:30 马秀东 副行长 滨州农商银行808办公室 0543-5082006

滨州农商沾化支行 2021.12.1 9:30—11:30 李学松 副行长 沾化管辖行3楼会议室 0543-7323068

邹平农商银行 2021-12-6 14:30至17:30 李汉禄 副行长 邹平市鹤伴一路35号邹平农商银行（办公楼三层）310房间 0543-4897067

惠民农商银行 2021-12-9 9:00-11:00 周传兵
惠民农商银行党
委成员、副行长

惠民县南门大街207号办公楼3楼接待室 0531-5360401

阳信农商银行 2021.12.10 14:30-17:00 张国桢 副行长 阳信县阳城四路667号6层603房间 0543-8232527

博兴农商银行 2021-12-24 8:00-11:30 王俊杰 副行长 博兴县博城五路522号博兴农商银行5层504房间 0543-2329696

无棣农商银行 2021年12月8日 上午9：00-11：00 刘志勇 副行长 无棣农商银行四楼接待室 0543-6360676

邹平青隆村镇银行 2021-12-10
 
上午9:00-11:00 肖建智 副行长

滨州市邹平市黄山二路8号通山街交汇口银座商城邹平青隆村镇
银行一楼接待室

15726494086

博兴新华村镇银行 2021-12-16 8：30-16：30 汪超 行长 二楼会议室 0543-2318997

邹平浦发村镇银行 2021-12-15 9：30-11:30 薛莲花 行长 邹平市鹤伴一路968号邹平浦发村镇银行办公楼二楼 0543-4338098

无棣中成村镇银行 2021-12-6 9：00至11:00 刘成 行长 滨州市无棣县海丰十四路157号 0543-5076008

惠民舜丰村镇银行 2021-12-10 上午8:30-11:30 张云龙 行长 滨州市惠民县城南关街157号（办公楼）2层接待室 0543-5058080

滨州河海村镇银行 2021-12-9 9:00-11:00 张栋栋 行长 滨州河海村镇银行二楼会议室 0543-5169891

阳信河海村镇银行 2021-12-15 8点-12点 马龙飞 副行长 滨州市阳信县阳信河海村镇银行总行二楼会议室 0543--8210013

沾化青云村镇银行 2021.12.18 8:00-12:00 温明喜 副行长 沾化区富国路571号沾化青云村镇银行营业部二楼会议室 0543-731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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