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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单位名称报名地点联系人电话北京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电

子化考试中心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汉荣家园3号楼2层(南门) 

战海欧010-82822172 82822711黑龙江黑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哈

尔滨市道里区霁虹街99号B栋12层闵宝英0451-84645073湖南湖

南省电视大学青园路168号张忠泽0731-5583157 湖南省电视大

学株州分校市建设中路14号桂洪秀0733-8221459 湖南省电视大

学湘潭分校市高岭路6号李晓葵0732-2370114 湖南省电视大学

衡阳分校市向农路54号刘扬0734-8210489 湖南省电视大学邵阳

分校市西湖路滑石新村钟捷0739-5325507 湖南省电视大学岳

阳分校岳阳电大江家立0730-8224032 湖南省电视大学永州分

校芝山区陈浩0746-6360748 湖南省电视大学常德分校市洞庭

大道西段娄跃平0736-7173456 湖南省电视大学益阳分校康复

南路5号夏强辉0737-4225947 湖南省电视大学娄底分校娄底电

大葛伟文0738-8221324 湖南省电视大学郴州分校苏仙路50号李

峰0735-2883536 湖南省电视大学杯化分校市锦溪北路260号周

一兵0745-2713576 湖南省电视大学张家界分校永定区茅塔路17

号肖志东0744-8200078 湖南省电视大学湘西自治州分校吉首

市面上新桥雷公井13号刘兴程0743-8750336湖北湖北广播电视

大学武汉市洪山鲁巷民院路82号何为027-87493747 武汉市电大

许宁027-83799917 黄冈电大 舒劲草0713-8623892 钟祥电大 寇

主任0724-4222004 孝感电大 王平0712-2321045 襄樊电大 归南

波0710-3516647 黄石电大 曹东升0714-6582460 宜昌电大 余亚



琳0717-8543890 随州电大 黄家明0722-3247494 鄂州电大 王处

长、张辉0711-3862729 咸宁电大 卢志宏0715-8255240 荆州电大

罗世平0716-8446161 十堰电大 潘道芬0719-6892649 恩施电大 

罗林0718-8152309广西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纸质化考试)南宁市

东宝路2号李彬0771-5851553 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考试)

南宁市民族大道100号西江大厦A座6楼603室韦宝

一0771-5536825 柳州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考试)柳州市友谊

路5号（原地委大院老干局4楼）黄莉平0772-2825232 桂林保险

行业协会(电子化考试)桂林市银锭路271号4楼桂林保险行业协

会黎露燕0773-3829969云南昆明市财经高贸学校培训中心新闻

路下段五家堆李建华0871-4163855 江苏江苏省电大南京市江

东北路166号蒋莉文025-86273092 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

考试中心南京市汉中门大街257号丁正025-86562513甘肃甘肃

省电视广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兰州市滨河东路425号甘肃教育

大厦3楼周维兰0931-8818326陕西陕西省保险行业协会西安市

南二环西段21号华融国商务大厦A座10层E区王平

义029-82309251吉林长春电大 0431-6110608 吉林电大

0432-2773638转8204 延边电大 0433-2814901 四平电大

0434-3246093 通化电大 0435-3613095 白城考点 0431-5381031

13351505702 辽源电大 0437-3222398 松原电大 0438-2136004 白

山电大 0439-3232674广东（除深圳）广州广东广播电视大学

广州市下塘西路1号大院8号楼1楼温国雄、杨娟020-83597344

020-83504141 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考试服务中心（电

子化考试报名地点）广州市燕岭路123号建设大厦F座10楼陈

志君、陈淑丹020-87636091 珠海广播电视大学珠海市香洲区

人民东路11号石艺民0756-2259099 佛山广播电视大学佛山市人



民路99号陈一平0757-2220641 中山广播电视大学中山市莲峰山

黄大法0760-8878251 东莞广播电视大学东莞市莞城安靖路13号

熊瑞云0769-2241551转106 江门广播电视大学江门市胜利路116

号王强科0750-3300404 惠州广播电视大学惠州市麦地路2号黄

小爽0752-2285841 河源广播电视大学河源市河源大道南具双

林0762-3341231 阳江广播电视大学阳江市东门垌万福路梁强

英0662-3267820 肇尖广播电视大学肇庆市古塔中路27号常

勉0758-2710405 湛江广播电视大学湛江市霞山区文明中路3号

黄瑛0759-2220982 茂名广播电视大学茂名市新湖路320号（新

湖四街5号大院）杨天伟0668-2288292 汕头广播电视大学汕头

市东厦北路珠厦生活区张文焕0754-8347350 汕尾市广播电视

大学汕尾市城区红海东路孙甲泉0660-3366796 揭阳广播电视

大学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路巷畔林少文0663-8653465 潮州广

播电视大学潮州市枫春路枫溪车站旁庄镇胜0768-6887837 梅

州广播电视大学梅州市团结路赖新安0753-2266716 清远广播

电视大学清远市笔架北路26号林志明0763-3924463 韶关广播电

视大学韶关市西河新兴路9号周志坚0751-8775451 云浮广播电

视大学云浮市河滨西路孙涛0766-8823944深圳深圳保险同业公

会深圳福田区新洲北路长景阁17B刘晓红0755-83529986河南河

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124号河南广播电视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罗老师、宋老师0371-5954570山西山西广播电

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太原市兴华街4号秦楼芳0351-6622260山

东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 白叙智0531-2626623 山东省保险行业

协会 肖宁0531-2907243 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考试） 

孙磊0531-6066786 0531-7905920 青岛市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

考试） 曹蕊0532-5932735 济宁市保险行业协会（电子化考试



） 王英兰0537-2901918江西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南昌市昌

北下罗刘紫云、曹邓0791-3816141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大学 黎

炜老师、 帕尔哈德老师0991-8534807辽宁辽宁省保险协会 井

玉峰024-22808716 大连市保险协会 宫克大0411-2827063 鞍山市

保险协会 赵影0412-2215077 抚顺市保险协会 马前

生0413-2534750 本溪市保险协会 刘清波0414-3870204 丹东市保

险协会 王晓玲0415-2170784 锦州市保险协会 于秀

华0416-2147267 营口市保险协会 杨德林0417-2820366 阜新市保

险协会 李莉0418-2260529 辽阳市保险协会 赵吉普0419-2131358

铁岭市保险协会 徐连清0410-4506317 朝阳市保险协会 苏

山0421-2924675 盘锦市保险协会 王新皓0427-3101153 葫芦岛市

保险协会 刘战0429-3127335宁夏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宁夏银川

市民族北街联财巷17号刘莎0951-6740842内蒙古内蒙古广播电

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爱民路11号宋景

梁0471-6522205 0471-6522213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88号C

座205孟昆022-23328891福建福州电大培训处福州市交通路49

号杨沪翔0591-3313676 厦门电大培训处厦门市斗西路211号陈

志铁0592-2026593 莆田电大办公室莆田市筱塘建设路8号黄荔

忠0594-2693175 泉州电大教务处泉州市东门崇福路王志

章0595-2298188 漳州电大培训处漳州市瑞京路15号张煜

炎0596-2062305 龙岩电大教务处龙岩市登高东路145号蒋达

杰0597-2301029 三明电大教务处三明市梅列区牡丹新村31幢危

国华0598-8222182 南平电大教务处南平市绿竹岭6号高如

意0599-8680600 宁德电大学生处宁德市蕉城南路55号王晓

飚0593-2953700贵州贵州电大 杨老师0851-5955542上海 陈蔚、

马戈锝021-63155989青海青海省保险行业协会 陈



静0971-4390096安徽合肥合肥市桐城南路398号王

锦0551-3638103 巢湖巢湖市半汤路张明0565-2363064 淮南淮南

市龙王沟路龚振华0554-6640484 六安六安市人民路陈思

玺0564-3279675 滁州滁州市琅琊路成芳0550-3027281 蚌埠蚌埠

市中荣街杨连军0552-2045704 淮北淮北市濉溪中路胥雪

亭0561-3033803 宿州宿州市科技文化广场李华0557-3025586 芜

湖芜湖市环城西路孙军0553-3824691 马鞍山马鞍山市佳山路

印天寿0555-2332050 黄山屯溪延安路58号汪耀涛0559-3386865 

铜陵铜陵市淮河路查明0562-2549215 宣城宣城市鳌峰西路徐

琳0563-3022681 安庆安庆市菱湖南路刘峰0556-5543742安徽阜

阳阜阳市二里井王云鹏0558-2189107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

学院16楼刘科028-87352381河北石家庄教育考试院石家庄市新

华区市庄路37号李贵岭0311-7069935 唐山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唐

山市西山道15号屈丽君0315-2817196 秦皇岛市考试考试院秦皇

岛市海港区文化北路19号张志安0335-3045290 邯郸市教育考试

院邯郸市滏河北大街77号王海0310-3113969 邢台市教育考试院

邢台市育才街51号尹立安0319-2021270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保定

市前卫路37号杨文学0312-5078366 张家口市教育考试院张家口

市桥西区白山街1号张少强0313-8062106 承德市招生考试办公

室承德市环城东路大老虎乐达园小区韩立安、姜俊

军0314-5901869 沧州市考试教育院沧州市维明路1号高双

燕0317-3045330 廊坊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廊坊市新华路62号尹国

力0316-2050958 衡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衡水市报社街270号路

立新0318-212219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石家庄市红旗大街299号

栗淑花0311-8609860重庆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重庆渝中区民族

路94号时新宾馆6楼韩娅023-63830399浙江 浙江省省保险行业



协会杭州市中山北路46号金苑宾馆5楼陈晓晔 0571-87214846 

温州保险行业协会温州市黎明西路29弄6号机械大厦7楼715室

傅建珍0577-88857633 嘉兴保险行业协会嘉兴市斜西街383号嘉

兴市农业银行1413室徐乃先0573-2062431 绍兴保险行业协会绍

兴市解放南路32号2楼林辉荣0575-5138056 金华保险行业协会

金华市双龙南街811号工人大厦8楼830室许曼丽0579-2473215 

湖州保险行业协会湖州市南街115号经协大厦509室沈麟

石0572-2021298 丽水保险行业协会丽水市灯塔街284号4楼叶伟

杰0578-2152633 台州保险行业协会台州市椒江区康平路121号

三楼符伟兵0576-8581546 舟山保险行业协会舟山市定海区新

桥路307号潘燕娜0580-2034306 衢州保险行业协会衢州市劳动

路16号金城商务大厦3楼潘月莲0570-3051875海南海南省保险

同业公会海口市金龙路22号深发行大厦0958房蔡少

卓0898-8550859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

化，百考试题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出入

，欢迎大家予以指正！ 相关推荐: 2009年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考

试公告 2009年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考试大纲 保险考试交流

论坛 保险在线考试系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