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与公告 
   

  

公告时间 变更时间 事项 机构名称 具体内容 

2022/3/3 2022/3/2 负责人变更 济南分公司 负责人由王琳变更为娄颂利 

2021/12/24 2021/12/23 营业地址变更 威海分公司 

变更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港路-80 号友谊商

厦 5 楼 504、505 室 

变更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 39 号财金中

心 B 座十层 1001 号 

2021/12/23 2021/12/14 许可证换证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 

事由：根据《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银行保险机构

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更换新版许可证 

机构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锦康路

308 号 9 层 02 单元 

机构编码：210022000000800                                          

联系电话：021-58300969 

流水号：00008579 

有效期：长期 

原流水号为 0123486 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

证》于 2021年 12 月 14日作废。 

2021/11/30 2021/11/29 负责人变更 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由胡智慧变更为高豪钟 

2021/11/18 2021/11/16 负责人变更 扬州分公司 负责人由王宜峰变更为谢媛 

2021/11/15 2021/11/12 负责人变更 杭州城西营业部 负责人由孙海英变更为杨丽梅 

2021/11/12 2021/11/9 负责人变更 清远分公司 负责人由黄焕秀（临时负责人）变更为时建红 

2021/11/10 2021/11/9 负责人变更 宁波分公司 负责人由甘来变更为孙海英 

2021/11/3 2021/10/22 机构注销 徐州分公司 

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MA1WMT1A5Y 

负责人：周云生 

地址：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北路 2 号瑞银中心 11层

1105 室 

2021/9/23 2021/9/22 负责人变更 长岛营业部 负责人由张立变更为周德平 

2021/9/19 2021/9/18 负责人变更 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由胡智慧变更为高豪钟（临时负责人） 

2021/8/26 2021/8/25 负责人变更 清远分公司 负责人由高豪钟变更为黄焕秀（临时负责人） 

2021/8/18 2021/8/17 负责人变更 天津分公司 负责人由杨秀芬变更为王辉 

2021/8/17 2021/8/16 机构新设 绍兴越城营业部 

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绍兴越城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JUP6J33 

负责人：朱宋涛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解放大道 649

号北辰商务大厦 904 室 



2021/8/17 2021/8/16 负责人变更 威海分公司 负责人由王昌昆变更为杨秀芬 

2021/7/28 2021/7/27 负责人变更 上海陆家嘴营业部 边春梅由临时负责人变更为主要负责人 

2021/7/22 2021/7/21 负责人变更 四川分公司 金范桃由临时负责人变更为主要负责人 

2021/7/18 2021/7/17 负责人变更 北京分公司 雷宇由临时负责人变更为主要负责人 

2021/7/16 2021/7/15 负责人变更 淄博分公司 负责人由曹云鹏变更为张磊 

2021/7/14 2021/6/24 营业地址变更 上海奉贤营业部 

变更前：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7777 号 801、

802、803 室 

变更后：上海市奉贤区南港路 1000号 2 楼 201室 

2021/7/3 2021/6/28 经营范围变更 上海惠南营业部 

变更前：保险经纪，保险专业代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许可项目：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

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保

险监督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021/7/2 2021/7/1 负责人变更 镇江分公司 负责人由徐亚峰变更为张海东 

2021/6/26 2021/6/25 负责人变更 上海陆家嘴营业部 负责人由张向阳变更为边春梅（临时负责人） 

2021/6/24 2021/6/23 营业地址变更 江门分公司 

变更前：江门市蓬江区万达广场 1幢 21 层 2108、

2109、2110 房 

变更后：江门市蓬江区江门万达广场 2 幢 3407、

3408、3409、3410 室 

2021/6/22 2021/6/7 机构注销 吉林分公司 

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170PHR2Y 

负责人：娄颂利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解放大路与大经路交汇处恒兴

国际 2 号楼 9 层 915 室和 916 室 

2021/6/3 2021/6/2 营业地址变更 珠海分公司 

变更前：珠海市香洲人民东路 325号泉福商业大厦

1402 号 

变更后：珠海市香洲区兴国街 4 号 1404 房 

2021/5/26 2021/5/25 负责人变更 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由王刚变更为胡智慧 

2021/4/29 2021/3/12 许可证延期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 

流水号：0123486 

有效期：长期 

机构编码：210022000000800 

成立时间：2012 年 3 月 27 日 

机构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锦康路

308 号 9 层 02 单元                                          

联系电话：021-58300969 

发证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原流水号为 0031654 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

证》于 2021年 4 月 28 日作废。 



2021/4/26 2021/4/25 营业地址变更 上海分公司 

变更前：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 308 号 11层 03单

元 

变更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锦康路 308

号第 11 层（名义楼层，实际楼层第 10 层）02、03

单元 

2021/4/14 2021/4/13 负责人变更 扬州分公司 负责人由王莉（临时负责人）变更为王宜峰 

2021/4/14 2021/4/13 负责人变更 临海营业部 负责人由董林军变更为叶娅娅 

2021/4/13 2021/4/12 负责人变更 青岛分公司 负责人由曹云鹏变更为王乔生 

2021/2/27 2021/2/26 负责人变更 扬州分公司 负责人由孙庆云变更为王莉（临时负责人） 

2021/2/10 2021/2/10 机构新设 四川分公司 

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5UL96XG 

负责人：金范桃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 5 号 1栋 1 单元 18层

1801、1802 号 

2021/2/5 2021/2/4 负责人变更 上海浦东营业部 负责人由林诗琪（临时负责人）变更为周卫华 

2021/2/3 2021/2/2 机构新设 广州番禺营业部 

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广州番禺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4RJY74 

负责人：黄焕秀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光明南路 199 号 2号楼

701、703、705 单元 

2021/1/26 2021/1/25 机构新设 北京分公司 

名称：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03J83H 

负责人：雷宇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5 号院 2 号楼 10 层

1001、1002、1003 内 70 

2021/1/8 2021/1/7 负责人变更 诸暨分公司 负责人由何继民变更为朱宋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