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机构名称 营业地址

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航海东路1394号富田财富广场1

号楼4层414号。

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航海东路1394号富田财富广场1

号楼29层2915-2916号

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独山大道与医圣祠街交叉口鑫苑名座

1号楼29层08-13号

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召营业部 南召县城世纪大道世纪家园门面

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社旗营业部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赵河街道北京路西侧长江路南侧3号楼2层205

、206号

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方城营业部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文化路与张骞大道交叉口向东30米路

北

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鸭河工区营业部 河南省南阳市鸭河工区皇路店镇皇石大街西段法院西50米一楼门面

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内乡营业部 河南省内乡县湍东镇宝天曼大道与菊香路交叉口东北角三楼311

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邓州营业部
邓州市古城街道三贤路南722号（南一环永泰棉纺厂往南200米路西 

）

1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淅川营业部 淅川县商圣街道冬青社区一组

1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阳油田营业部 河南省南阳市官庄工区嵩山路中段

1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唐河营业部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007街坊明伦花漾美郡6幢107

1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镇平营业部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涅阳健康路南段西侧1号

1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92号隆安星河华居6幢3-1105

1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安县营业部 新安县新城区北京路西新安酒家小区1号楼5楼

1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西工区营业部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王城路街道洛阳升龙广场E区3幢1-1201、1202

室

1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栾川营业部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关镇伊滨中路19号（上河南村一组）

1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151号世都商厦7层701、702室

1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获嘉营业部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城关镇公安街南段路东1号

2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交通路大庆路口周口国贸A幢17层1715号

2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西华营业部 西华县青华路南段路西

2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沈丘营业部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人民法院南100米处

2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淮阳营业部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城关回族镇文明南路356号

2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康营业部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城关回族镇支农路中段215号二楼

2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项城营业部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光武街道办事处金蟾社区正泰西路路南八胡同

口路东1号

2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淞江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北苑大厦6幢1层112号2层

212号

2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舞阳营业部 舞阳县海南路北段锦江酒店东胡同路南门面房 

2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临颍营业部 临颍县颖松路光明路交叉口北30米

2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漯河市召陵区营业部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青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食品批发市场D区3幢

102号房

3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漯河市郾城区营业部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祁山路阳光大厦9层909

3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 许昌市天宝路空港第一国际写字楼A座2307室

3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许昌市区营业部 许昌市天宝路空港第一国际写字楼A座2306室

3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鄢陵营业部 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马栏镇金汇区工业大道创客园北1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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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葛营业部 长葛市金桥办机场路中段电影公司家属院东侧门面房

3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禹州营业部 禹州市夏都办夏都路109号

3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报业大厦10层23、24号

3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焦作市区营业部 焦作市宏光集贸市场楼上（解放东路166号）西头第一第二间

3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驻马店分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文明大道与文化路交叉口东南角置地财富中

心4层401

3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西平营业部 西平县柏亭黄庄居委会东边门面房

4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蔡营业部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蔡明路南段西侧中部礼品城7号

楼119号

4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叶庄乡中州路大陈庄南组

4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虞城营业部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城关镇尚城国际a3幢034号商铺

4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夏邑营业部
夏邑县长寿大道与华夏大道交叉口西北角国际春城12幢1单元1201

号

4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永城营业部 永城市东城区芒山路中段路西213号

4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 濮阳市大庆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200米路北

4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 安阳市文峰区文峰大道东段北兴社办公楼10号

4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阳市区营业部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文峰大道与彰德路交叉口西南角新天地财富中

心10号楼1单元901、916号

4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林州营业部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龙山街道龙山区阜民街7号

4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内黄营业部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繁阳大道南段路西临街门市二楼

5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滑县营业部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城关镇文明路与中州路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5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高阳路中段南侧蓝天花园二期蓝爵小区5号

楼二层208、209室

5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舞钢营业部
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市垭口街道融鹰·垭都水郡二期A区2＃106铺

、2＃107铺

5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叶县营业部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盐都街道叶舞路100号中段路北

5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郏县营业部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渣元乡杜庄村迎宾大道1号

5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1999号未来石4号楼906室

5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金庄乡七一东路1999号未来石04-908号室

5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蠡县营业部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蠡吾北大街西侧壹品城1幢2号门脸

5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 河北省沧州高新区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3号楼613室

5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涿州营业部 涿州市开发区东兴北街（顺通小区）2-11

6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家口宣化营业部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相国庙街供电所八号底商

6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开越路243号

6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兴营业部 定兴县南环路北迎宾街西侧中汇城市广场2号楼404室

6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泊头营业部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北环路北产业商贸城22栋4-5门

6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48号华银大厦806室

6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端履门62号协通大厦GOS商务中心3层303室

6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澄城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城关镇青正街二轻市场(东楼）

6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渭南市临渭区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西一路北段宏鑫家园B座中电梯1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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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西安市雁塔区营业部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493号航天大厦主楼10F

6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武功营业部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普集镇李大村

7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蒲城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尧山路东段

7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白水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杜康东路

7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富平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千禧龙商城内A2四层南层409号

7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华阴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华岳路西侧新建堡综合楼2单元4楼401

7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汉中汉台营业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团结街春光华都2单元704号

7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镇坪营业部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琉璃村三组

7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宝鸡渭滨营业部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火炬路28号院12幢2单元2605号

7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渭南市华州区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渭华路步行街8号楼102

7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阳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城官庄八组市场17号

7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荔营业部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西城街道办商贸大道东府宾馆南50米

8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汉中市南郑区营业部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大河坎镇大河坎社区朱良宅3层301室

8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洋县营业部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洋州街道办事处东城社区东环路348号

8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77号506室

8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1111弄3号601-12室

8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湘江中路一段52号凯乐国际城8、9栋2012

房 

8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梧桐街道梧桐路南侧小区路北侧A栋1615室

8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岳阳营业部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市区绿化广场商业街北侧16栋2楼整层

8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市竹山园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湘江中路一段52号凯乐国际城8、9

栋2011房 

8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市东塘营业部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589号长沙市雨花区芙蓉路小学综合楼

15层1510、1511号

8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邵阳营业部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宋家塘街道昭阳大道709号

9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澧县营业部
湖南省澧县澧浦街道羊古居委会（澧县金源国际小区5栋15楼1501

室）

9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岳阳市云溪区营业部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长炼路92号

9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邵阳市双清区营业部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与建设南路交汇处柏林国际9栋5003

号房

9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湘潭营业部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山办事处朝阳路152号东山安置区五期A4栋1

号三楼

9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沙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湘江中路一段52号凯乐国际城8/9

栋2013、2015室

9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50号安业商务楼C座101

9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并州北路91号金港国际商务中心（B座）3幢16

层16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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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古交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东曲街道青年路东曲市场313号

9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阳曲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新阳西大街朝阳路4号

9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公园西路万合苑住宅小区1号楼裙楼5号门市

10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街道望龙二路1号（原江滨西大道东北

侧）海西金融大厦18层06办公

10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IFC大厦1302号

10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云山社区云鹿路206号A座807室

10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侨鸿国际商城1713室

10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路7号6栋1单元17层1703号、1704号

10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阳分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天缘购物休闲广场A座（车城大道二段）5层

10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宜宾分公司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都长街1层34号

10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二环东路273号万景国际商业楼（栋）8层11号

10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滨江路一段佳乐广场1号楼8层05号

109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都第一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马超东路266号1栋9层903号

110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54号

111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射洪分公司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太和大道南段轩阳大厦158号二楼二号

112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雅安分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八一路83号2楼

113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 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350号15楼12号

114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利州东路，水柜路通大道商业城2#

市场5-32、5-33、5-34号

115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263号1405室（仅限办公）

116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与丽江路交口西南侧汇智金

融企业总部B座9层906号

117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115号证大五道口金融中心202-316、

307房

118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宝安北路2051号笋岗仓库区内笋岗

仓库区干货仓828栋(国际商品交易大厦)三层一区A15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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