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 部门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社会监督互联网邮箱 社会监督信箱 备注

山东省三庆集团 财务部 张栋 出纳 0531-67803308 378012183@qq.com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359号 齐鲁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齐鲁银行济南济钢支行 营业室 郭际磊 营业室主任 0531-88821914 guojilei_331@163.com 
济南市历城区济钢新村青年

街西首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解放东路支行 营业室 马红梅 会计主管 0531-88511274 lixiang0531@qq.com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与经
十东路交叉口黄金时代广场
科技金融大厦一层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经十东路支行 营业室 孙谦 营业室主任 0531-88961207 29249970@qq.com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

舜泰广场11号楼

齐鲁银行济南盛福支行 营业室 付加金 营业室主任 0531-88986010 qlb117581@163.com
济南市历下区中林路盛福公

建2号
齐鲁银行济南舜华北路支行 营业室 张丹 营业室主任 0531-86051011 zzdd-2008@163.com  济南高新区康虹路1079号

齐鲁银行济南孙村支行 营业室 高珂 营业室主任 0531-88760161 gaoke521x@163.com
济南市高新区科创路公建房

16-17号

齐鲁银行济南唐冶支行 营业室 郭晓宁 会计主管 0531-88706659 976107707@qq.com
济南市历城区敬德街555号

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王舍人支行 营业室 王绍奇 营业室主任 0531-88808098 beili1985@sina.com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58号
恒大剧场146、147号商铺

齐鲁银行济南趵突泉支行 营业室 赵茁 营业室主任 0531-88982815 QLBbaotuquan@163.com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GH座裙楼一

层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电厂支行 营业室 毛珊珊 会计主管 0531-88968819 280487785@qq.com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164

号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营业室 赵相红 会计主管 0531-83531927 qilujinanlicheng@163.com
历城区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

国际广场1楼

齐鲁银行济南工业北路支行 营业室 薛玲 会计主管 0531-88610040 137253807@QQ.COM
济南工业北路303-2号齐鲁

银行工业北路支行
齐鲁银行济南大桥路支行 营业室 董衡宇 营业室主任 0531-88263170 dhy5789@163.com 历城区大桥路117号

齐鲁银行济南东站支行 营业室 王婷婷 会计主管 0531-81217751 155355828@qq.com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万象

新天4区东门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彩石支行 营业室 翟传茹 会计主管 0531-88780081 13006582589@163.com
济南市历城区彩石商业街B

区08-09号

齐鲁银行济南临港支行 营业室 陶学良 营业室主任 0531-66711961 391525315@qq.com 济南市高新区机场路7617号

齐鲁银行优化企业开户服务社会监督专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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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济南洪楼支行 营业室 王璐 会计主管 0531-88010131 840066860@qq.com 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6-1号

齐鲁银行济南山大北路支行 营业室 曲静 会计主管 0531-88167499 119085635@qq.com 济南市历城区洪楼西路41号

齐鲁银行济南郭店支行 营业室 李永太 会计主管 0531-88705575 qlbliyongtai@163.com
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办事

处西临

齐鲁银行济南化纤厂路支行 营业室 李晓婷 代理会计主管 0531-66950161 275989307@qq.com
济南市历下区化纤厂路4号

凯旋公馆9-1-105室

齐鲁银行济南仲宫支行 营业室 李文婷 会计主管 0531-82156119 a_a_1221@163.com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龙山路

44号
齐鲁银行济南泉城支行 营业室 李英华 营业室主任 0531-81679503 qc96588@sina.com 济南市顺河街176号

齐鲁银行济南章丘刁镇支行 营业室 焦雪 代理会计主管 0531-83296588 jx2326@126.com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中

心大街1400号

齐鲁银行济阳闻韶支行 营业室 王兆麟 代理营业室主任 0531-81176719 408615496@qq.com
山东省济阳县纬一路129号

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章丘明水支行 营业室 赵霞 营业室主任 0531-83820866 anran735@163.com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铁道北

路1350号
齐鲁银行济南商河支行 营业室 杨翠丽 营业室主任 0531-84882199 15853156678@163.com 济南市商河县明辉路1号

齐鲁银行济南平阴翠屏街支行 营业室 李嫄 会计主管 0531-87899556 shengbin7778@sina.cn 平阴县翠屏街94-18号
齐鲁银行济南平阴支行 营业室 苑辉 会计主管 0531-87899851 pyqlyh@163.com 平阴县府前街23-2号
齐鲁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营业室 崔庆慧 会计主管 0531-83223598 qlb7696@163.com 章丘区汇泉路76号

齐鲁银行济南长清支行 营业室 于姗姗 会计主管 0531-66589797 qlbcq@163.com
济南市长清区经十西路

16459号

齐鲁银行济南长清大学路支行 营业室 胡小晓 营业室主任 0531-87259877 99406580@qq.com 山东济南长清大学路6155号

齐鲁银行济南济阳支行 营业室 李敏 会计主管 15165076011 895067507@qq.com 济阳县开元大街180号
齐鲁银行济南朝山街支行 营业室 张文洁 会计主管 0531-86900123 810293616@qq.com 济南市历下区朝山街53号

齐鲁银行济南大明湖支行 营业室 隗雪 会计主管 0531-86085304 187374770@qq.com 

 济南市趵北路1号开元广场

齐鲁银行济南甸柳支行 营业室 朱琳 会计主管 0531-88923072 523816924@qq.com
和平路10号齐鲁银行甸柳支

行
齐鲁银行济南二环东路支行 营业室 范斐 会计主管 0531-81666978 460752747@qq.com 济南市历下区窑头路1号

齐鲁银行济南工业南路支行 营业室 张昱沁 会计主管 0531-82951079 qingjing526@163.com
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100
号三庆.枫润商务大厦B座

齐鲁银行济南花园支行 营业室 韩东方 会计主管 0531-86944952 fanggua1984@126.com 历山路59号
齐鲁银行济南解放路支行 营业室 张宜 会计主管 0531-66958346 525856358@qq.com 解放路159号
齐鲁银行济南开元支行 营业室 种法辉 代理会计主管 0531-82918838 fahui520@163.com 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55号

齐鲁银行济南历山东路支行 营业室 许爽 会计主管 0531-82051913 13573149822@163.com 济南市解放路112号

齐鲁银行济南龙奥支行 营业室 赵玉琳 二级柜员 0531-61362736 qilubanklongao@163.com
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龙锦

生活广场1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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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济南山大路支行 营业室 刘静 会计主管 0531-86460320 3065825241@qq.com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185号

齐鲁银行济南文西支行 营业室 蒋梦宇 营业室主任 0531-82920016 mengyu_198442464@sina.com 济南市千佛山路3号
齐鲁银行济南燕山支行 营业室 王敏婕 会计主管 0531-88946745 sunpeijie0314@163.COM 解放路5号

齐鲁银行济南历下分行 营业室 任远 会计主管 0531-82965638 renyuanjinan@sina.com
历下区14306号建设档案大

厦齐鲁银行一楼

齐鲁银行济南明湖东路支行 营业室 魏薇 会计主管 0531-86925269 275874142@qq.com 济南市历下区明湖东路12号

齐鲁银行济南泺源大街支行 营业室 马娜 会计主管 0531-86071793 38092190@qq.com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61号

齐鲁银行济南浆水泉支行 营业室 金伟 会计主管 0531-82900736 2007jinweijw@163.com
浆水泉黄金99御园齐鲁银行

营业室
齐鲁银行济南文东支行 营业室 李仁栋 会计主管 0531-61366517 596706814@qq.com 山大路242-2号
齐鲁银行济南万紫巷支行 营业室 孙建英 会计主管 0531-87918607 410329@qq.com 济南市经二路333号

齐鲁银行济南西站支行 营业室 孙海军 营业室主任 0531-69900283 hjs0215@163.com
济南市槐荫区齐州路绿地中
央广场C-1地块B栋119号

齐鲁银行济南外海支行 营业室 赵颖 营业室主任 0531-87936990 1045974644@qq.com
济南市槐荫区幸福街19号，

齐鲁银行外海支行
齐鲁银行济南腊山河支行 营业室 宋琳 营业室主任 0531-69906208 624116588@QQ.com 演马佳苑1号商铺

齐鲁银行济南阳光新路支行 营业室 刘晓梅 营业室主任 0531-87157979 463965922@qq.con 济南市槐荫区阳光新路19号

齐鲁银行济南槐荫政务中心小微支行 营业室 李云 会计主管 0531-69929527 738753549@qq.com
槐荫区经十西路28988号乐

梦中心2号楼101

齐鲁银行济南西市场支行 营业室 张继伟 会计主管 0531-87938655 lemonelo@163.com 济南市槐荫区经二路575号

齐鲁银行济南民营科技园支行 营业室 董宪振 营业室主任 0531-85962184 6701334@qq.com
济南市槐荫区二环西路2666

号
齐鲁银行济南张庄支行 营业室 赵益芬 会计主管 0531-85971824 yzh250022@163.com 济南市张庄路191号

齐鲁银行济南城西支行 营业室 王妍 会计主管 0531-85983381 3568632212@qq.com 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191号

齐鲁银行济南科技支行 营业室 冯雪 会计主管 0531-87932096 592866354@qq.cpm
济南市槐荫区经四路555号

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吴家堡支行 营业室 翟淑伟 行长助理兼营业室主任 0531-85990020 wjpzh2018@163.com
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

事处西邻

齐鲁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营业室 王洪元 会计主管 0531-87983654 why19880413@sina.com
济南市经十西路28366号荣

祥商务楼一层
齐鲁银行济南经七路支行 营业室 冯晶晶 营业室主任 0531-87160712 1274615034@qq.com 槐荫区经十路425号
齐鲁银行济南无影山支行 营业室 孙乐 会计主管 0531-85801930 195562001@qq.com
 济南市天桥区师范路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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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营业室 张伟 会计主管 0531-68809073 zw1419@163.com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大街548

号

齐鲁银行济南北坦支行 营业室 刘佳子 会计主管 0531-86025582 serenaj@foxmail.com 济南市天桥区英贤街15号

齐鲁银行济南蓝翔路支行 营业室 张婷婷 会计主管 0531-85930974 tingting8709@126.com
济南市天桥区蓝翔路15号时

代总部基地2区1号楼

齐鲁银行济南清河支行 营业室 张昊 营业室主任 0531-85065269 z71955448@sina.com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大街439-

1号

齐鲁银行济南无影潭支行 营业室 刘文娜 会计主管 0531-85955191 928834763@qqcom
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50

号
齐鲁银行济南无影山东路支行 营业室 胡悦 会计主管 0531-85957344 562526274@qq.com 天桥区无影山东路38-1号

齐鲁银行济南洛口支行 营业室 杜逊 营业室主任 0531-85800532 416-jin@163.com
济南济洛路87-2号 齐鲁银

行

齐鲁银行济南金牛支行 营业室 张福东 会计主管 0531-85957346 214102252@qq.com
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东路

153号
齐鲁银行济南柳行支行 营业室 刘萌 营业室主任 0531-88962624 febud@163.com 北园大街226号

齐鲁银行济南历山北路支行 营业室 荆磊 会计主管 0531-88961225 3141945@qq.com 天桥区历山北路226号

齐鲁银行济南尚品清河小微支行 营业室 陈明 会计主管 0531-68821126 13505401222@163.com
济南市天桥区泺安路18号齐

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新材料产业园支行 营业室 房恩君 会计主管 0531-68809729 tomato100@163.com
济南市天桥区裕兴路77号产

业园管委会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桑梓店小微支行 营业室 王珊珊 营业室主任 0531-68656075 364945846@qq.com
济南市天桥区桑梓店镇小马

商业街1号

齐鲁银行济南站北支行 营业室 都春燕 会计主管 0531-85956608 339117167@qq.com
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名泉春

晓东门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经八路支行 营业室 任玉君 会计主管 0531-86026896 1028490984@qq.com 济南市市中区经八路66号

齐鲁银行济南王官庄支行 营业室 贾立那 会计主管 0531-87966004 875793588@qq.com
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

117号

齐鲁银行济南光明支行 营业室 张雯雯 营业室主任 0531-82708951 364944605@qq.com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53-2

号
齐鲁银行济南白马山南路支行 营业室 季田田 营业室主任 0531-87112899 401055342@qq.com 白马山南路2号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济南建设路支行 营业室 徐璐 会计主管 0531-82983404 koaladelove@yeah.net 济南市市中区刘长山路1号

齐鲁银行济南民生大街支行 营业室 王桐桐 会计主管 0531-82025696 409909137@qq.com 济南市市中区民生大街74号

齐鲁银行济南双龙支行 营业室 张媛 代理会计主管 0531-82978082 931809890@qq.com 济南市郎茂山路28号

齐鲁银行济南英雄山支行 营业室 王飞飞 会计主管 0531-82986870 yxs764@163.com
济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58-

11号
齐鲁银行济南舜南支行 营业室 张乐 会计主管 0531-82739000 670295117@QQ.COM
 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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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济南阳光舜城支行 营业室 许永梅 会计主管 0531-81768772 695677126@qq.com 济南市市中区舜世路66号

齐鲁银行济南经二路支行 营业室 田延虎 营业室主任 0531-86563816 15864792076@163.com 济南市市中区经二路131号

齐鲁银行济南市中支行 营业室 赵晏鋆 会计主管 0531-86049501 leoan2010@sina.com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7号

齐鲁银行济南南郊支行 营业室 陈霞 营业室主任 82771998 qianfoshan@126.com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222

号
齐鲁银行济南政务服务中心支行 营业室 孙静 会计主管 68967597 1874939175@qq。com 市中区经二路193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 营业室 淳景秀 会计主管 0635-2939037 chunjingxiu@126.com 聊城市东昌东路109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临清支行 营业室 王夏 营业室主任 0635-2976505 king17528@163.com 临清市古楼东街2009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茌平支行 营业室 李颖 会计主管 0635-2982101 13869563562@163.com 茌平县隅东路115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开发区支行 营业室 李佳 会计主管 0635-5089101 305296898@qq.com
聊城市长江路111号华建1街

区5号商业办公楼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高唐支行 营业室 姜玺燕 会计主管 0635-2968070 sdcyjxy@126.com 高唐县管道街511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阳谷支行 营业室 乔怀辉 会计主管 0635-2953005 qiaohuaihui@126.com 阳谷县谷山路145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莘县支行 营业室 马全莹 会计主管 0635-2907108 maquanying2008@163.com
莘县莘亭路98号（公安局东

临）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东阿支行 营业室 周忠兴 会计主管 0635-2175158 zzxing2742@163.com 东阿县青年街133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冠县支行 营业室 冯世敏 会计主管 0635-2915002 fsm901111@126.com
聊城冠县振兴路与和平路路

口东北角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东昌府支行 营业室 李中意 会计主管 0635-7077718 375827078@qq.com 聊城东昌西路36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冠县红旗支行 营业室 袁玉鹏 会计主管 0635-2915020 yuanyupeng1236@sina.com 聊城冠县红旗北路31号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临清新华支行 营业室 李淑杰 会计主管 0635-5021097 531411384@qq.com
临清市先锋路与三和路交叉

口西北角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 营业室 路天一 会计主管 0532-81758089 dalutianyi@126.com 青岛市苗岭路15号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开发区支行 营业室 刘娣 会计主管 0532-86879108 qlbliudi@126.com
青岛市黄岛区阿里山路6号

上流汇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即墨支行 营业室 尹鹏 会计主管 0532-67725660 yinpeng1988e@163.com 即墨市蓝鳌路1115.1117号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莱西支行 营业室 郭新 会计主管 0532-83969125 648845831@qq.com 莱西市重庆中路12号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胶州支行 营业室 乔彩虹 会计主管 0532-82208129 595628263@qq.com
胶州市澳门路333号天泰金

融广场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平度支行 营业室 张艳 会计主管 0532-88321075 13188992339@163.com 平度市红旗路27号

齐鲁银行青岛分行李沧支行 营业室 宁磊 会计主管 0532-66087308 mitsuishi@qq.com
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179-

21,179-22号

齐鲁银行天津分行 营业室 安赋 会计主管 022-23289798 283654024@qq.com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37.39号

齐鲁银行天津分行开发区支行 营业室 李萌 会计主管 022-59869104 mengmengyato@163.com
天津开发区塘沽第三大街翠

亨广场39号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天津分行北辰支行 营业室 郑璐 会计主管 022-58236155 toto553@126.com
天津市北辰区长瀛商业广场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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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天津分行华苑支行 营业室 褚文健 会计主管 022-58281221 254391591@qq.com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路与雅士

交口

齐鲁银行天津分行津南支行 营业室 王莹 会计主管 022-58830761 pengai730@aliyun.com.cn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西大桥

滨河雅园底商3-4

齐鲁银行天津分行静海支行 营业室 张俊泉 会计主管 022-59591701 caijunshuangquan@163.com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联盟路

海岚大厦底商

齐鲁银行天津分行武清支行 营业室 刘锦莹 会计主管 022-59662172 wuqingqilu@126.com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公路1845
号慧翔龙苑底商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德州分行 营业室 马天娇 二级柜员 0534-2286973 402691681@qq.com
德州市德城区三八中路1577

号
齐鲁银行德州分行武城支行 营业室 刘静 会计主管 0534-6765108 qlb0906@163.com 武城县振华东街109号
齐鲁银行德州分行宁津支行 营业室 孙立 会计主管 0534-5776186 61818679@qq.com 宁津县阳光大街502号

齐鲁银行泰安分行 营业室 董晓婷 营业室主任 8099605 520dxt@163.com 东岳大街49号
齐鲁银行泰安肥城支行 营业室 孙峰 会计主管 3230151 18953818297@189.cn 肥城市凤山大街109号
齐鲁银行泰安新泰支行 营业室 范媛媛 营业室主任 0538-7779157 13846182@qq.com 新泰市园东路2号

齐鲁银行泰安宁阳支行 营业室 宁尚宝 会计主管 0538-5631703 75097011@qq.com
泰安市宁阳县行政服务大厅

南邻

齐鲁银行临沂分行 营业室 刘雨轩 会计主管 0539-8118522 qlyhlyfh@163.com
临沂市兰山区北城新区沂蒙

北路85号

齐鲁银行临沂分行兰山支行 营业室 李辉 会计主管 0539-7160077 lihui2014job@163.com
临沂市兰山区双岭路与工业

大道交汇东南角

齐鲁银行临沂分行沂南支行 营业室 韩淑利 会计主管 0539-7901556 hslyy2015@163.com
临沂市沂南县正阳路与芙蓉

路交汇西南角

齐鲁银行东营分行 营业室 沙丹丹 营业室主任 0546-6079559 15805466563@163.com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四路

45号齐鲁银行

齐鲁银行滨州分行 营业室 李鹏鹏 营业室主任 0543-3189989 ttzting2006@163.com
滨州市黄河五路与渤海十九

路交叉口西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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