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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公告
2019年第6号

下列机构经批准，颁发、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238210000 许可证编号：0231121
业务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
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除
外）；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总公司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8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一路43号环球金融中心二期17层
邮政编码：110000
负责人：铁刚 联系电话：024-31722999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01日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鸿运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210102800 许可证编号：0193712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
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新型产品以及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01月09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5号13层东南侧
邮政编码：110000
负责人：尤明明 联系电话：18202472963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8日
原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78号11层
新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5号13层东南侧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河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210103 许可证编号：0231100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
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新型产品以及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1年09月27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5号13层西北侧
邮政编码：110000
负责人：张磊 联系电话：18512458800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原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78号15层
新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5号13层西北侧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镇市支公司正安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82002 许可证编号：019366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2层04室

负责人：赵雷 联系电话：0416-6695519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9日

原地址：北镇市正安镇

新地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2层04室

2019年3月29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镇市支公司高山子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82001 许可证编号：019359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3层05室
负责人：郑松 联系电话：0416-6695519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03日
原地址：北镇市高山子镇
新地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3层05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镇市支公司中安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82003 许可证编号：019367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2层02室
负责人：肖树勋 联系电话：0416-6695519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29日
原地址：北镇市中安镇
新地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2层02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镇市支公司青堆子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82005 许可证编号：019366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2层01室
负责人：赵素娟 联系电话：0416-6695519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9日
原地址：北镇市青堆子镇
新地址：锦州市北镇市大佛寺社区太和南街22-33号门市2层01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山县支公司大虎山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26001 许可证编号：019366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六街中大中路南41号3层03室
负责人：刘爱东 联系电话：0416-5523077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9日
原地址：黑山县大虎山镇前进街
新地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六街中大中路南41号3层03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山县支公司新立屯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26002 许可证编号：019366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六街中大中路南41号3层01室

负责人：苗树军 联系电话：0416-5523077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9日

原地址：黑山县新立屯镇

新地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六街中大中路南41号3层01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山县支公司小东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26003 许可证编号：019359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黑山县小东镇北街

负责人：方雨 联系电话：0416-5523077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03日

原地址：黑山县小东镇中央大街

新地址：锦州市黑山县小东镇北街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0210726001 许可证编号：0231139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
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飞机保险、航天保险、核电站
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
用险除外）、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6年03月1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八街解放南街6D璀璨明都1#楼门市由

南向北向东第五户（一层） 邮政编码：121400
负责人：雷明 联系电话：0416-7053888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12日
原地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八街县医院对过自来水田庆双开发楼南
新地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八街解放南街6D璀璨明都1#楼门市由南

向北向东第五户（一层）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原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0211282001 许可证编号：0231140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
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飞机保险、航天保险、核
电站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险除外）、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7年05月11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开原市新城街熊谷阳光花园A幢植物园21号9#
邮政编码：112300
负责人：史亚红 联系电话：024-79862292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12日
原地址：铁岭市开原市新城街光明社区2委11组金田花园
新地址：辽宁省开原市新城街熊谷阳光花园A幢植物园21号9#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原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4210423 许可证编号：023114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险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险、
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产保险业务；与国内外
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立借关系和业务往业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
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有关事宜等。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13日
机构住所：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北中街鑫隆广场-6号
负责人：徐鹏 联系电话：024-53567678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14日
原地址：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清河路十三号
新地址：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北中街鑫隆广场-6号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8210900 许可证编号：0231115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2日

机构住所：阜新市迎宾大街8号4-8门、14-15门

邮政编码：123000

负责人：王立忠 联系电话：13704188818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市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8210500 许可证编号：0231114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9日

机构住所：本溪市明山区解放北路66栋1层4号

邮政编码：117000

负责人：张云峰 联系电话：13840481299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中心支公司辽化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2211004001 许可证编号：0231123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
源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除
外）；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财
产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30日
机构住所：辽阳市宏伟区龙泽花园小区A区17号楼10号1层
邮政编码：111000
负责人：赵金镇 联系电话：0419-3677788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01日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新民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7210181 许可证编号：0231118

业务范围：（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含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三）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2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新民市南郊路29-9号（B-A轴）

邮政编码：110300

负责人：周虹 联系电话：024-27608088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本溪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7210521 许可证编号：0193699

业务范围：（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含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三）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9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新民市南郊路29-9号（B-A轴）

邮政编码：117000

负责人：王长君 联系电话：024-46812988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0日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自贸片区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0210803 许可证编号：0231117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飞
机保险、航天保险、核电站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
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2日
机构住所：营口市西市区澄湖西路87-74号、75号（金创2#705、706房间）
邮政编码：115000
负责人：周金安 联系电话：0417-2218296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沈阳市康平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4210804001 许可证编号：019353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9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康平县含光街4号第2#幢东-6号房
邮政编码：110004
负责人：朱艳文 联系电话：024-87333010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06日
原地址：康平县康平镇中心街288幢
新地址：沈阳市康平县含光街4号第2#幢东-6号房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绥中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24211421 许可证编号：0193704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

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除外）、短期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

及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4日

机构住所：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西山街剑桥小区3-9

邮政编码：125200

负责人：徐海鹰 联系电话：0429-6776111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4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县支公司白庙子乡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27006 许可证编号：023114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义县义州镇西南街3层305

负责人：高放 联系电话：0416-7795519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14日

原地址：义县白庙子乡

新地址：锦州市义县义州镇西南街3层305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1400 许可证编号：0231109

业务范围：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1年02月12日

机构住所：葫芦岛市连山区永昌街4-2号楼G第1层西侧、第5层东侧、第6层

邮政编码：125001

负责人：孔庆兴 联系电话：0429-5558880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原地址：葫芦岛市连山区永昌街4-2号楼G一层、六层

新地址：葫芦岛市连山区永昌街4-2号楼G第1层西侧、第5层东侧、第6层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0881 许可证编号：019370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8日
机构住所：营口市盖州市鼓楼办事处兴辰社区中海4期03号网点楼

105.205号第2层
邮政编码：124010
负责人：李姣 联系电话：0417-7776477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4日
原地址：营口市盖州市西域办事处长征社区振兴里盖州路109号5层
新地址：营口市盖州市鼓楼办事处兴辰社区中海4期03号网点楼105.205号

第2层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洼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1121 许可证编号：023110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3年04月24日
机构住所：盘锦市大洼区大洼镇站前街026100-3：1-1第2层，026100-3：

2-1第2层北侧
邮政编码：124200
负责人：窦智 联系电话：0427-6860039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原地址：盘锦市大洼县大洼镇兴盛街061004-101号第五层
新地址：盘锦市大洼区大洼镇站前街026100-3：1-1第2层，026100-3：

2-1第2层北侧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二界沟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127211121001 许可证编号：023110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05日
机构住所：盘锦市大洼区大洼镇站前街026100-3；2-1第2层南侧
邮政编码：124010
负责人：姜超 联系电话：0427-2998288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原地址：盘锦市大洼县二界沟镇海隆村1301204804-1一层
新地址：盘锦市大洼区大洼镇站前街026100-3；2-1第2层南侧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望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8210404001 许可证编号：0231113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
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
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2日
机构住所：抚顺市望花区海城街13号楼第2层 邮政编码：113001
负责人：戴栩 联系电话：024-53877501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原地址：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东段20号楼4号一、二层
新地址：抚顺市望花区海城街13号楼第2层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灯塔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0211081001 许可证编号：0193552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
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飞机保险、航天保险、
核电站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
险（出口信用险除外）、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6年03月10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灯塔市文明街186号 邮政编码：111300
负责人：张为民 联系电话：13704990506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07日
原地址：灯塔市光明路
新地址：辽宁省灯塔市文明街186号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盛京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35210102001 许可证编号：023109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保险公
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险种的查勘理赔。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15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3808-3812
邮政编码：110013
负责人：丁丽霞 联系电话：024-31286961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奉天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35210423001 许可证编号：023113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7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3807

邮政编码：110013

负责人：王惠华 联系电话：024-31289648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06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朝阳中心支公司凌源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8211382001 许可证编号：0231137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
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
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6日
机构住所：朝阳市凌源市凌河街42-1号2层 邮政编码：122500
负责人：李楠 联系电话：0421-7221300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12日
原地址：朝阳市凌源市南大街120-15#
新地址：朝阳市凌源市凌河街42-1号2层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太和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松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8210781002 许可证编号：0231110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
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
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03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太和区陵西大街52-44号1-2层 邮政编码：121000
负责人：谭亮 联系电话：0416-3210800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4日
原地址：辽宁省凌海市南站新区松山办事处松山村182号
新地址：锦州市太和区陵西大街52-44号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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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沈阳百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章丢失，法人章号

2101050642535，声明作废。

▲葫芦岛市连山区北昌街塞思特足疗馆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 211400600317708，核准日期 2012 年

12月7日，声明作废。

▲沈阳恒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丢失，

许可证编号：JY32101130000248，声明作废。

▲兴城市维卡斯泳衣商行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211481600351794，核准日期2014年02月19日，声

明作废。

▲丹东华伟机电标准件有限公司遗失已开辽宁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份（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

2100181130,发票号码：0084423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营房配套工程施工及监理；道路及防浪

墙维修新建工程勘察设计；
项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
招标规模：营房、集体宿舍、库房、食堂和浴池新建工

程，公寓翻建工程；以上工程监理；简易道路修筑，防浪墙
新建及维修，以上工程勘察、测量、设计。

合同估价：1 标段 3904 万元，2 标段 50 万元，3 标段
2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 4月 4日 18时。（报名
有效期不少于7天）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杜先生 电话：18900978530

鄂先生 电话：13324118912
高先生 电话：13387853694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4部队 2019年3月28日

封路通告
我单位于 2019年4月8日-4月28日对丹霍线高台

子大桥（K214+714-K215+114）进行维修工程。采用半

幅封闭交通施工，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特此通告。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本溪市公路管理段

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8日

封路通告
因北杨线凌源沟门子桥（K289.803-K289.889）水毁

恢复工程施工，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按要求行驶：小

型车辆及客运班车请走便道；过往货车绕行沟门子（绥

三线）至茶棚（老宽线）至杨杖子（北杨线）。

封闭时间：2019年4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

由于封桥造成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