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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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济南分行 疫情原因，1月暂停

农业银行济南分行 2023-1-17 9:30-11:30 王洪梅
二级分行分管行
长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E座营业部营业室 68620820

中国银行济南分行 2022-1-10 9:00-11:00 王建卫 副行长 泺源大街中银大厦一楼接待室 58522486

建设银行济南分行 疫情原因，1月暂停

交通银行济南营管部 2023-1-4 9：00-11:30 焦自钦 副总经理 济南市共青团路98号副楼2楼消保接待室 0531-86108060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 2023-1-3 9：00-11:30 王长友 支行分管行长 济南市共青团路98号副楼2楼消保接待室 0531-8610629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济南市分行 2023-1-9 14:00-17:00 杨冠东 副行长 济南市经七路669号新世界阳光花园公建楼601 0531-81272228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 2023/1/16 9：00-12：00 陈福才 分行分管行长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150号中信银行9楼东会议室 0531-8518039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管理部 2023-1-10 上午9：00至11:30 刘栋 副总裁 济南市经十路7000号兴业银行大厦一楼贵宾室 8261969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营业部 2023-1-10 上午9：00至11:30 胡建朋 营业部副总经理 济南市经十路7000号兴业银行大厦一楼营业厅 8175557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23-1-3 9:00-12:00 李加岭 副行长 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28号舜耕山庄拱北楼三楼第一会议室 0531-5866082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济南分行 2023-1-6 9：00－12:00 李广富 分管行长 济南历下区黑西路139号浦发大厦一楼消保室 0531-6667780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分行 2023-1-11 14:00-17:00 周艳
 

副行长
济南市经七路93号齐鲁银行市中分行二楼接待室 0531-8176659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槐荫中心支行2023-1-11 14:00-17:00 周艳 副行长 济南市经十路28366号齐鲁银行济南槐荫中心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1-8796609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中心支行2023-1-11 14:00-17:00 高玉娟 行长助理 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世茂天城A座齐鲁银行天桥支行二楼会议室 0531-8580257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中心支行2023-1-11 14:00-17:00 毛艳 风险总监 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3966号齐鲁银行历城支行一楼会议室 0531-83531956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自贸区分行 2023-1-11 14:00-17:00 宋万岩 风险总监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2117号铭盛大厦二楼齐鲁银行高新支行
会议室

0531-68653382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管理部 2023-1-11 14:00-17:00 李岩 风险总监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齐鲁银行营业管理部二楼会议室 0531-67865150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23.1.13 14：00—17：00 王军 分行行长 济南市历下区洪山路1号 0531-66669755

东营银行济南分行 2023-1-11 9:00-11:30 崔永明 分行行长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157号华强国际广场A座16楼接待室 0531-55655605

东营银行济南分行 2023-1-18 9:00-11:30 高宗岚 分行副行长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157号华强国际广场A座17楼接待室 0531-55655605

泰安银行济南分行 2023-1-20 13:30--17:00 李永学 行长
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20号佛山静院B座         （会展中心北
邻）行长办公室

0531-81985788

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南分行 2022-1-16 13:30-17:00 姜  磊 行长助理 历城区华信路3号鑫苑鑫中心1号楼 18553117893

日照银行济南分行 2023.01.11 8:30至12:00 毕恒元 纪委书记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350号日照银行济南分行9楼接待室 0531-66669502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2023-1-6 9:00-11:30 田宏 分行行长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1890号2楼西接诉即办洽谈室 0531-82036338

齐商银行济南分行 2023-1-13 早9点至12点 盖斌 副行长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2111号齐商银行济南分行5楼
0531-88985999-
8877
18953389090

青岛银行济南分行 2022-1-3 9:00-11:30 朱琳 行长助理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6号楼青岛银行济南分
行接待室

0531-81676375

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济南分行 2023-1-4 上午9:00--11:30 刘涛 行长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23379号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济南分行三楼
310会议室

0531-81272139

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济南分行 2023-1-17 上午9:00--11:30 张海 副行长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23379号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济南分行三楼
310会议室

0531-81272139

济南农商银行总行 2023-1-6 9:00-17:00 于德庆 副行长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东路3799号济南农商银行总部15楼会议室 67721370

济南农商银行天桥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贺涛 管辖行行长 北园大街414号济南农商银行天桥支行九楼会议室 82079299

济南农商银行槐荫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付勇 管辖行副行长
经十路29716号外海中央花园西邻济南农商银行槐荫支行二楼会
议室

85992114

济南农商银行历城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陈宗锋 管辖行副行长 二环东路2200号4层楼信访办公室 81903961

济南农商银行历下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王丽娜 管辖行副行长 历下区泺文路50号济南农商银行历下支行2楼接待室 81919506

济南农商银行润丰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吴猛 管辖行副行长 经十一路72号三楼会议室 82079026

济南农商银行高新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连向飞 管辖行副行长 高新管辖行三楼会议室 88872453

济南农商银行长清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王孝龙 管辖行副行长 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3号长清农商银行4楼综合部信访办公室 87225272

济南农商银行南山管辖行 2023-1-6 9:00-17:00 刘顺东 管辖行副行长 历城区仲宫镇宏福路214号 81781796

济南农商银行营业部 2023-1-6 9:00-17:00 张慧 总经理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东路3799号济南农商银行营业部 67721799

章丘农商银行 2023-1-10 9：00-11：30 王绍峰 行长 章丘农商银行信访接待室 0531-83215786

平阴农商银行 2023-1-18 9.00-11.30 何朋 副行长 平阴县锦水河街22号3楼信访安全部 0531-87897386

济阳农商银行 2023-1-9 8：30-11：30 张全 副行长 行总部一楼信访接待室 0531-84230806

商河农商银行 2023-1-4 8：00-17：50 信涛 副行长 济南市商河县彩虹路1877号商河农商银行信访办公室 0531-84886980

山东银行业济南市、淄博市、泰安市银行行长消费投诉接待日安排表（2023年1月）

济南市（济南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汇总）

济南市莱芜区、钢城区（莱芜银行业协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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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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银行业济南市、淄博市、泰安市银行行长消费投诉接待日安排表（2023年1月）

济南市（济南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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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开发区支行 2023-1-11 9：00-11：00 孙瑜 副行长 莱芜区鲁中东大街1号工商银行莱芜分行营业部 18663488597

中国农业银行莱芜分行 2022-1-11 9:00-11:30 王书科 副行长 济南市莱芜区鲁中西大街18号农行莱芜分行7楼会议室 0531-78586192

中国银行莱芜分行 2022-1-10 上午9：00-11：30 张琳 分行副行长 莱芜鲁中东大街007号7楼接待室 0531-76210629

建设银行莱芜分行 疫情原因，1月暂停

交通银行莱芜分行 2023.1.5 上午8:30-12:00 韩永 行长 济南市莱芜区文化北路10号2楼接待室 0531-7650060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莱芜分行 2023-1-5 9：00—12:00 周培 副行长 济南市莱芜区鲁中东大街69号信访接待室 0531-78801119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3 9:00-11:30 魏汝浩 首席信息官 济南市莱芜区龙潭东大街137号310室 18663460687

威海市商业银行莱芜分行营业部 2023-1-19 14：00-17：00 刁新忠 分行行长 济南市莱芜区鲁中东大街60号分行营业部一楼消保室 17863137060

莱芜农商银行 2023-1-6 9:00-11:30 雷涛 副行长 济南市莱芜区鲁中东大街28号农商银行接待室 0531-76292863

青岛银行莱芜分行营业部 2023-1-17 8:30-12:00 亓飞 营业部副总经理
济南市莱芜区万福北路57号青岛银行一楼营业厅贵宾客户接待
室

0531-7867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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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方法人机构

齐商银行 2023-1-13 9:00-12:00 王涛 总行副行长 张店区金晶大道105号齐商银行威通办公楼三楼消费者权益保护部0533-6120579

张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0 14：00-17：00 张强 监事长 张店区柳泉路256号张店农商银行一楼投诉接待室 0533-3581571

临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9 8:30-11:30 王廷军 党委副书记 临淄区齐兴路88号院内信访接待室 0533-7112346

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3 8:30-11:30 杜鹃 副书记 淄川区颐泽将军大道209号总部215信访接待室 0533-5187772

周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0 8:30-11:30 范英健 董事长 周村区新建中路57号周村农商银行信访接待室（一楼） 0533-6189975

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2 8:30-11:30 张爱娟 董事长 桓台县镇南大街380号桓台农商银行附楼二楼信访办公室 0533-8210541

博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2 8:30-11:30 孙希荣 董事长 博山区沿河西路57号博山农商行2楼接待室209室 0533-4139897

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10 8:30-11:30 石学鹏 副行长 高青县青城路58号高青农商行二楼203室 0533-6973197

沂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1-6 8：00-11：30 杨军 党委书记 沂源县鲁山路1号沂源农商银行1楼信访接待室 0533-3247138

二、市级机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淄博分行 2023-1-6 9：00-11:00 段宗臣 行长 淄博市高新区万杰路113号三楼会议室 0533-3585992

工商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2 9:00-11:00 吴箫 行长 张店区金晶大道150号工行淄博分行信访消保室 0533-2155379

农业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2 9:00-11:00 徐超 副行长 张店区柳泉路168号淄博市农行南配楼一楼信访接待室 0533-2303157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0 8：30-11:30 刘大勇 副行长 张店区柳泉路49号淄博分行信访接待室 0533-3162597

建设银行淄博分行 因疫情原因暂停

交通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0 9:00-12:00 苏健 副行长 张店区金晶大道100号交通银行淄博分行1号楼三楼副行长室 0533-2150486

邮政储蓄银行淄博分行 2023-1-6 9：00-12:00 宋道峰 副行长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88号淄博市分行21楼接待室 0533-3575534

中信银行淄博分行 因疫情原因暂停

招商银行淄博分行 2023-1-5 9:00-12:00 靳斌 分行副行长 张店区人民西路12号甲1号407信访接待室 0533-2365159

浦发银行淄博分行 2023-1-4 14:00-17:00 王慧 副行长 张店区柳泉路45甲3号淄博分行第二会议室 0533-3159968

光大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3 8：30-11：30 翟洪涛 副行长 张店区柳泉路107号光大银行淄博分行一楼信访接待室 0533-6721661

兴业银行淄博分行 2023-1-9 14:00-17:00 李 焱 行长助理
淄博市高新区世纪路218号医药创新中心A座综合楼201二楼接待
室

0533-2751005

渤海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2 9:00-11:00 宫本政 副行长 张店区华光路106号渤海银行淄博分行二楼金融消保室 0533-3103399

恒丰银行淄博分行 2023-1-6 8：30-11:30 李萌 副行长 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51号恒丰银行淄博分行二楼会客接待室 0533-7981052

民生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3 8:30-11：30 杜淑红 行长助理
张店区柳泉路238号潘成国际大厦中国民生银行淄博分行三楼会
议室

0533-3572670

平安银行淄博分行 2023-1-6 9:00-11:30 张昌盛 行长 淄博市高新区中润大道1号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0533-7995511

齐商银行鲁中支行 2023-1-13 8:30-11:30 仇  涛 副行长 张店区华光路366号齐商银行鲁中支行1215办公室
0533-3150566-
8113

齐商银行淄博支行 2023-1-13 13:30-17:30 任志刚 副行长 张店区华光路366号齐商银行淄博支行1610办公室
0533-3150566-
8621

东营银行淄博分行 2023-1-6 9:00-11:30 郭华 行长 张店区华光路28甲2号东营银行淄博分行信访接待室 0533-7981239

青岛银行淄博分行 2023-1-9 13:30-16:00 王明芝 行长助理 张店区联通路266号青岛银行一楼信访室 0533-3103039

淄博市（淄博市银行业协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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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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银行业济南市、淄博市、泰安市银行行长消费投诉接待日安排表（2023年1月）

济南市（济南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汇总）

济宁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3 8:30-12:00 于冰冰 行长助理 张店区南京路宏程国际广场济宁银行淄博分行三楼315会议室 0533-5207705

威海市商业银行淄博分行 2023-1-16 9:00-11:30 曹忠正 副行长 张店区新村西路227号威海市商业银行淄博分行一楼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室0533-799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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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泰安市分行 2023-1-19 9:00-11:00 刘建民 副行长 泰安市东岳大街92号5楼会议室 0538-6279203

工商银行泰安分行 2023-1-12 9:00-11:00 杨万鲁 副行长 泰安市财源大街128号营业部营业室消保室 0538-8269580

农业银行泰安分行 1/17/23 9：00-11：00 田树江 行长 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96号农行一楼接待室 0538-6021159

中国银行泰安分行 1/13/23 9：00—12：00 李蔚蔚 行长助理 泰安市东岳大街249号三楼接待室 0538-8259018

建行泰安分行 1/10/23 9:00—11:30 李忠斌 行长 建行泰安分行一楼接待室 0538-6289071

交通银行泰安分行 1/12/23 14：00-17：00 刘峰 行长 泰安市东岳大街308号营业大厅行长消保接待室 0538-808896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泰安市分行 1/18/23 9:00-11:30 周鲁 副行长 邮储银行泰安市分行208室 0538-8538822

泰安银行总行营业部 1/20/23 13:30--17:00 安士松 总经理 泰安市泰山区长城路3号17楼行长办公室 0538-8421398

兴业银行泰安分行 1/13/23 9:00-12:00 邱海涛 副行长 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460号 0538-8060007

浦发银行泰安分行 1/13/23 9：00-11：00 田凯 分管行长 泰安市长城路46号浦发银行泰安分行一楼消保接待室 0538-8089275

民生银行泰安分行 1/13/23 9:00－12:00 权志超 行长 东岳大街116号民生银行三楼贵宾室 0538-8726063

中国光大银行泰安分行 1/18/23 9:00—11:30 秦鹏 支行行长 泰安市岱岳区长城西路6号国贸大厦4层 0538-8097057

平安银行泰安分行 1/18/23 9：00-12：00 林垂士 行长 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286-1号平安银行泰安分行二楼接待室 0538-5078068

恒丰银行泰安分行 1/18/23 9:00-12:00 郭轶飞 行长 泰安市东岳大街429号恒丰银行泰安分行一楼贵宾理财室 0538-6055535

莱商银行泰安分行 2023-1-9 14:00-17:30 郭永 副行长 泰安市温泉路789号莱商银行泰安分行3层副行长办公室 0538-5889898

济宁银行泰安分行 2023-1-3 9:00-12:00 何瑞东 分行行长 泰安市泰山大街3168号济宁银行泰安分行四楼会议室 0538-5010880

齐鲁银行泰安分行 1/13/23 14：00-17：00 马新华 分行行长 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49号齐鲁银行泰安分行三楼小会议室 0538-8099696

天津银行泰安分行 1/17/23 9:00－12:00 田霄 分管行长 东岳大街483号天津银行二楼洽谈室 0538-8635659

威海市商业银行泰安分行 1/12/23 9:00-11:30 柳晓军 分行行长 泰安市东岳大街472号威海市商业银行泰安分行5楼接待室 0538-5886986

青岛银行泰安分行 1/18/23 9:00-11:30 江霞 分管行长 东岳大街237号青岛银行 0538-8637832

泰安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9/23 9:00-11:30 汪振 党委副书记、行长 泰安市财源大街89号泰山农商银行总行大楼101室 0538-8209706

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7/23 9:00—11:30 曹乃国 党委委员、行长 泰安市岱岳区财兴街90号三楼办公室 0538-8230399

山东新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9/23 9:00—11:30 张凌峰 董事长 新泰市青龙路879号信用大厦接待室 0538-7262136

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9/23 9:00-11:30 王延防 党委副书记、行长 泰安市肥城市泰临路078号一楼接待室 0538-3305538

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9/23 9:30-12:00 高志明 副行长 泰安市宁阳县七贤路944号三楼会议室 0538-5689429

山东东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9/23 8:30-11:30 刘锋 董事长 泰安市东平县稻香街1号东平农商银行六楼会议室 0538-285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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