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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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 8:30-12:00 李好贞 党委委员、副行长 东营市南一路325号2楼305室 0546-83298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17 8：30-11：30 徐源 行长助理 南一路278号81602室 0546-72970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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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10 8:30-11:00 王金东 副行长 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270号中国银行2楼行长接待室 0546-892857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10 8: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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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13 14:00-17:00 张炜 分行行长 东二路213号交通银行东营分行四楼贵宾室 0546-883182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行 2023-1-10 8:30-11:30 韩兴火 副行长 东营市东城沂河路15号1号楼邮储银行东营市分行3楼308接待室 0546-7766810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东营审计中心 2023-1-10 8：30-11:30      栾强 副主任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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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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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丰银行东营分行 2023-1-9 13：30—17:30 常勇 行长 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府前大街61-2号，4楼会议室 0546-776699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9 8：30-12:00 李磊 行长 东营市北一路749号三楼会议室 0546-8178958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 2023-1-16 8:30-11:30 谭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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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6-7031381

中国民生银行东营分行 2023-1-4 8: 30-11:30 朱国庆 分行行长 山东省东营市北一路726号海科大厦民生银行三楼会议室 0546-810013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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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6-8075801

光大银行东营分行 2023-1-13 8：30-17：00 吕景峰 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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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00-11:00 陈春峰 行长 东城府前大街80号（与康洋路交汇处）三楼会议室 0546-8191690

平安银行东营分行 2023-1-10 9:00-11:30 李先艳 东营分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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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6 8:30-11:30 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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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9 8:30-11:30 李业 党委委员 东营市府前大街65号浙商银行东营分行2楼接待室 0546-7763779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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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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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银行东营分行 8: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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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6-6079589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11 8:30-11:30 董凤华 分行行长 东营市东二路213号行长办公室 0546-8831776

威海市商业银行东营分行 202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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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6-8150989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23-1-10 9:00-10:00 郭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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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 9:00-11:30 魏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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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 8:30-11:30 王建武 党委副书记、行长 东营区南一路282号东营农商银行1楼信访接待室 0546-8221366

广饶农村商业银行 2023-1-11 8:30-11:30 范磊 副行长 东营市广饶县乐安大街569号3楼东会议室 0546-6926977

垦利农村商业银行 2023-1-16 8：30-11：30 李莉 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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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津农村商业银行 2023-1-12 8:30-11:30 王斐斐 副行长 利津县津三路276号利津农商行行总部三楼接待室 0546-562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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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发行德州市分行 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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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 9:00-11:30 王艺 分行行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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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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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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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00-12:00 曲直 副行长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长河大道128号院内信访室
0534-2383162、

18266189696

交通银行德州分行 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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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8199

邮政储蓄银行德州分行 2023-1-13 9:00-11:00 季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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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00-11:30 宋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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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 8:30-11:30 周晓彤 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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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3 14:30-17:30 周连明 行长助理 德州市晶华路1556号浙商银行德州分行二楼会议室 0534-2298978

山东银行业东营市、德州市、聊城市、滨州市银行行长消费投诉接待日安排表（2023年1月）

东营市（东营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德州市（德州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市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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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德州分行 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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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3 9:00-12:00 赵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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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 8:30—12:00 杜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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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3 14:00-17:00 吴建光 风险总监 德州市三八路1577号齐鲁银行德州分行二楼东会议室 0534-2286961

威海商行德州分行 20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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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 9：00-11:00 许金枝 行长助理 德兴中大道717号 0534-2287699

德州农商行 2023-1-13 8:30-11:30 王荣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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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30 9:00-11:00 张彬 副行长 德州市陵城区陵州路路272号号陵城农商银行总行4层楼会议室 0534-8827221

平原农商银行 2023-1-13 8:00-11:30 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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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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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6 9:00-11:30 邱玉 副行长 信息科技部办公室（武城县振华街84号总行2楼） 0534-5071799

齐河农商银行 2023-1-16 8:30-12:00 李方泉 副行长 德州市齐河县齐鲁大街215号201房间 18053488123

禹城农商银行 2023-1-11 8:30-11:30 刘文星 纪委书记 信访办公室（大门东侧一楼） 0534-7223312

乐陵农商银行 2023-1-10 8：30-12:00 王建华 行长 乐陵市阜新西路345号1层楼信访办房间 0534-6808815

临邑农商银行 2023-1-13 9:00-11:00 高宪锋 副行长 消费投诉接待室 0534-4220175

宁津农商银行 2023-1-11 9：00-11:00 王金鹏 副行长 宁津农商银行二楼会议室 17588061152

庆云农商银行 2023-1-12 8：30-12:00 魏玉升 党委副书记、行长 庆云县中心街35号庆云农商银行信访室 0534-386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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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9 9：00-11：00 张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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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3 8:30-12:00 邵景东 监事长 信访办公室 0635-2425828

东阿农商银行 2023-1-11 8:30—11:30 陶鲁 副行长 总行三楼会议室 0635-3260538

莘县农商银行 2023-1-5 8:30—11:30 侯军 副行长 总行二楼信访室 0635-7388732

阳谷农商银行 2023-1-14 任珂 副行长 阳谷农商银行总行1楼信访接待室0635-6211896 0635-6211896

高唐农商银行 2023-1-13 9：00—11：00 季文岗 行长 七楼会议室 13734466488

茌平农商银行 2023-1-12 9：00—11：00 李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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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195

润昌农商银行 2023-1-9 8:00—12:00 刘伟 党委委员、副行长 信访办公室 5685937

二级机构名称

农发行聊城市分行 2023-1-5 8:30—12:00 李从阁 分管行长 农发行聊城市分行二楼209室 0635-8767969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2023-1-30 14：30--16:30 桑博 分行副行长 东昌东支行 0635-8510975

农业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3 15:00-17:00 胡晓东
聊城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
分行消保会议室 0635-6325140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0 9:00-11:30 李虎 副行长 东昌西路135号10楼会议室 0635-8427750

建设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0 9：00—12:00 舒丙来 高级产品经理 八楼会议室 0635-8439271

交通银行聊城分行 2023-1-9 8:30—12:00 张贻陆                                                                                                                                                                                                                                                                                                                                                                                                                 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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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储银行聊城市分行 2023-1-10 9:00—11:30 郑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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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00—12：00 韩世东 行长 聊城市东昌西路31号三楼接待室 0635-8205547

浦发银行聊城分行 2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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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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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00—12:00 柯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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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6 9:00-12:00 孙敏 分行行长
聊城市开发区东昌东路与燕山路交叉口星光.国际金融中心12栋

楼恒丰银行聊城分行16楼第二会议室
0635-505008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2023-1-18 9：00-11：30 张坤惜 行长 星光大厦16楼办公室 0635-8367107

光大银行聊城分行 2023-1-3 8：30—12：00 王勇 副行长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东路86号2楼行长洽谈室 0635-8809115

北京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1 9：00—12:00 张凤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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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6 8:30-11:30 王庆刚 行长助理 聊城市东昌府区向阳路129号二楼小会议室 0635-8761122

聊城市(聊城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县（市）机构（管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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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1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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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 8：30-17：30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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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3 8：30-12：00 杜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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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办公室 0635-7071100

济宁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0 8:30-12:00 吴虎 分行副行长 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西路216号聊城分行办公楼302房间 0635-7290688

日照银行聊城分行 2023-1-11 8:30—12:00 董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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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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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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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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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0 9:00-11:30 徐国刚 副行长 工行滨州分行办公楼 0543-3091638

农业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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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滨州分行 2023-1-4 9:00-11:30 孙涛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四路280号一楼理财室 0543-3061660

建设银行滨州分行 疫情原因，1月暂停

交通银行滨州分行 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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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3-3091987

邮政储蓄银行滨州分行 2023-1-9 14:30-17:30 张立民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3号邮储银行办公楼1107室 0543-3181675

恒丰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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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6 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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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0 8:30-11:30 孟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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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303房间 0543-5088007

华夏银行滨州分行 2023-1-26 9：00-12：00 郭鹏 副行长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号华夏银行三楼会议室 0543-3097112

中信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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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银行滨州分行 2023-1-6 9:00-11:00 李剑 营业部总经理 滨州市黄河五路303号 0543-3176628

齐商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0 9:00-11:30 林学强 行长 滨州市渤海十八路657号齐商银行滨州分行三楼会议室 0543-3188178

青岛银行滨州分行 疫情原因，1月暂停

东营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2 上午8：00--11：30 王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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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 0543-3150978

德州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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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2 9点-11点 张国磊 副行长 滨州分行会议接待室 0543-3096309

齐鲁银行滨州分行 2023-1-11 14：00—17：00 孙宝军 风险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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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市商业银行滨州分行 2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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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30—11:30 马秀东 副行长 滨州农商银行808办公室 0543-5082006

邹平农商银行 2023-1-6 14:00至17:30 尹良 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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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0 9:00-11:00 张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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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3 14:30-17:00 张业伟 行长 阳信县阳城四路667号5层505房间 0543-8232633

博兴农商银行 2023-1-10 8:00-11:30 张玉江 纪委书记
博兴县博城五路522号博兴农商银行

10层1004房间
0543-2329696

无棣农商银行 2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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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滨州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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