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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医疗服务行业需求持续扩大，国家医疗资源投入保

持较高增长。而与此同时，民众收入的增加为医疗保障需求的释

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受疫情影响，医疗服务行业短期受到

较大冲击，但长期来看，民众医疗保健意识的提升、数字化医疗

及远程医疗需求的增加、专科医疗机构并购趋势加速等因素，或

将促进医疗服务行业整体的结构性调整和跨越式发展。随着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医疗服务市场正在逐步回暖，但人才问题仍将是

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德勤咨询聚焦“上市医疗服务行业长期激励趋势”

和“社会办医服务机构核心人才全面激励”两大视角，分享当前

我国医疗服务行业人才激励实践，提供行业人才策略落地建议性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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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服务行业趋势及
人才挑战

医疗服务行业需求持续扩大，医保支付能力依然稳定

2015年至2019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3%，2019年卫生总费用达到6.5万亿元，占GDP比重

为6.6%， 提前实现卫生部提出的“到 2020 年卫生总费用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6.5%-7.0%”的目标，反映我国医疗

卫生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稳步提升。2019年，我国

医保基金收入2.3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1.08倍；医保基

金支出近2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1.14倍；医保基金支出

盈余0.34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0.8倍。

我国2015-2019年医疗卫生总费用情况

我国2015-2019年医保基金支出盈余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德勤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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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支付能力提高，保障医疗需求释放

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自

2015年保持年均复合增长率7.9%。其中，2019年城镇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达1,902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从2015年
的3.7%上升至2019年的4.5%，虽然稳步提升，但整体

占比较低。

我国2015-201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情况

我国2019年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德勤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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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转型因疫情而加速到来

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当前发展趋势呈

现如下特征：

由于疫情,医疗服务行业短期受到较大冲击,但从长

期视角来看,疫情将助推行业发展

 • 医疗服务行业（A股上市）因客流减少与延期复

工，受疫情冲击最为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营收增速

为-13.52%，归母净利增速为-122.96%。

 • 行业部分消费需求受到疫情影响有所延缓，但有

望快速回到正常发展状态。

 • 疫情刺激并提升了民众的保健意识，有望助推行

业需求的整体提升。 

数字化及远程医疗或将加速普及

 • 民众就医习惯开始改变，线上预约问诊的民众普

及度及接受度逐步提高，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

新型医疗服务方式将逐渐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 国家医保局出台一系列互联网医疗相关政策，如

部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互联网医疗机构可开通医保结算、互联网首诊

等，加速推动互联网医疗发展。

 • 医院对数字化及远程医疗服务的供应需求快速提

升，随之与相关供应商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关

系，加速助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专科医疗机构并购加速

 • 2020年上半年已披露的医院并购交易规模达49.5
亿人民币，约占上半年医疗健康服务板块投资规

模的一半。而相较于以往以民营资本参股为主要

形式的医院改制和并购趋势，以肿瘤、试管婴儿

等为代表的专科医院成为2020年并购的主流。

人才管理痛点依旧制约行业发展

随着疫情的逐步平复，各地医疗服务市场回暖，但

仍需应对制约行业发展的人才稀缺、人才机制不健

全等人才管理痛点。

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医疗行业人才稀缺

 • 职业经理人：公立医疗体系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该体系下培养的医疗管理人才不仅数量不足，且

面临适应和接轨市场化竞争的挑战，医疗服务行

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 医疗专业人才：我国医师数量过度集中在一、二

线城市三甲医院，城乡基层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山

区医师数量十分有限。疫情过后，公立医疗机构

建设规模进一步加大，其对于人才的虹吸效应仍

在加强。

 • 专业人才：医疗行业内非医生相关的专业人才 
（如数字化架构人才等）供给市场尚未形成， 
人才缺口显著。 

专业人才获得难度大

 • 相较于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科研资源较少、职称

评定难度较大；同时，当前社会认知之下，公立

医院医生普遍被认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导致

医疗行业人才市场流动率较低。医师区域注册制

度及多点执业制度仍需进一步深化，以提升医生

人才资源流动性。 

核心人才吸引、使用、保留机制需要进一步提升

 • 医疗行业市场化程度逐渐提升，医疗服务机构内

部管理体系、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问题逐步凸

显。行业核心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如何吸引、保

留、激励核心人才成为企业发展致胜的关键。对

于人才配置完成度较高的医疗机构，则需重点关

注如何通过提升人员效能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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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医疗服务机构
1

长期
激励趋势解读

股权激励调研样本分布：内资医疗服务机构多选择于新

三板挂牌，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数量次之

 • 截至2020年7月27日，在A股、港股与新三板2三大市

场中，内资上市医疗服务机构共计92家，主要集中于

港股、新三板。

 • 从公司估值来看，调研企业中A股公司的平均市值及市

盈率3均最高。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公开资料；德勤分析

A股 港股 新三板

平均市值 267亿 126亿 2.45亿（28家）

平均市盈率(PE) 161倍（14家） 98倍（14家） 34倍（14家）

22家 34家 3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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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股权激励普及程度：三分之一的上市医疗服务机构公告

了股权激励计划，其中A股、港股均有约半数企业发布

公告 
本次调研医疗服务机构92家，共31家企业公告了47项股

权激励计划，其中39项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

 • A股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占板块样本总数比例最

高，达55%。

 • 港股4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数量最多，达16家。

 • 在36家新三板挂牌的医疗服务机构中，仅有3家在挂牌

后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占板块样本总数比例最低。

10
12

未公告股权激励

已公告股权激励

未公告股权激励

已公告股权激励

未公告股权激励

已公告股权激励

16
18

33

A股
12家

港股
16家

新三板

A股55% 港股47% 新三板8%

3家

3

公告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

公告公司数量占各板块样本总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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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股权型工具使用最为广泛，多数

公告激励额度控制在总股本3%以下，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是最多用作公司业绩条件的指标

1. 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一：激励工具

在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方面，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是使

用最为广泛的股权激励工具。其中：

 • 港股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更倾向于使用股票期

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

 • 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工具中，限制性股票

占比最高，股票期权次之。

各上市板块激励工具使用比例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股票期权计划

限制性股票计划

股票增值权计划

45%

48%

7%

88%

6%
6%

67%

33%

A股 港股 新三板

2. 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二：激励对象5

各上市板块公司在激励对象的选取方面呈现出一定差异。

具体而言：

 • 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针对的激励对象较为多样，

多数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广泛覆盖董事、监事、 
高管、中层、核心技术/业务骨干、核心员工。

 • 港股已披露激励对象的股权激励公告中，以董事、核心

员工为主要激励对象。

 • 新三板挂牌公司侧重激励高管，全部被调研公司公告

的股权激励计划均将高管作为激励对象。

各上市板块激励对象覆盖范围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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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激励对象 港股激励对象 新三板激励对象

6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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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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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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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三：激励额度 
激励总量方面：近七成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额度占总股本的比例6在3%以下。

激励额度占总股本比例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9%

激励总量占总股本比例

中位值1.8%

12.1%

12.1%

6.1%

69.7%

（各计划激励总额/各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激励总量占总股本比例”在相
   应区间的公告数量/公告总数）

股权激励计划数量占比

6%

3%

附：政策参考

A股政策：“上市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证监会令第126号《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港股政策：“可于所有根据计划及任何其他计划授出的期权予以行使时发行的证券总数，合计不得超过上市发行人（或有关附属公司）于计划批准日已发行的有

关类别证券的10% 。”——《上市规则》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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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四：锁定期/等待期安排8  
医疗服务机构普遍关注长期激励的短期兑现，超八成股权

激励计划无锁定期/解锁期或锁定期/解锁期在1年（含）

以内。具体而言：

 • 近半数股权激励计划的锁定期/等待期为1年，其中主要

为A股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发布的股权激励计划。

 • 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锁定期/等待期安排较为

多样，超八成无锁定期/等待期或锁定期/等待期在1年 
（含）以内。

个体长期激励年化收入占全年总收入比例情况

锁定期/等待期安排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激励个量方面：针对高管，长期激励年化收入7平均占年度总收入一半以上。就工具而言，高管通过股票期权取得的收

入较限制性股票收入更高。

43.6%

10.3%

小于1年

96.3%

3.7% 51.0%

14.3%18.4%

16.3% 50.0%

50.0%

港股A股 新三板

1年 大于1年 无锁定期/等待期

14.1%

32.1%

全体被调研企业

63.9%36.1%

长期激励年化收入占
年度总收入比例——总体

55.1%44.9%

长期激励年化收入占
年度总收入比例——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年化收入 年薪收入

76.8%23.3%

长期激励年化收入
占年度总收入比例——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年化收入 年薪收入长期激励年化收入 年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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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五：公司业绩指标选取 9

 • 净利润、营业收入是医疗服务机构股权激励方案最常 
选取的业绩指标；极少数企业选取财务指标之外的其

他业务完成情况作为股权激励业绩指标。

 • 多数企业仅选取1至2个业绩指标，体现较为集中、明   
确的目标导向。

6. 股权激励计划关键要素六：激励标的来源及资金来源10

 • 大多数被统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标的来源为定向 
发行。

 • 统计范围内全部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资金来源均为员

工自筹，公司不参与筹资。

业绩指标类型、数量选取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激励标的来源、资金来源统计

激励资金来源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92%

4% 4%

定向发行

市场回购

股东转让

激励标的来源

员工自筹

    具备有效数据的全部股权激励计划中 
激励资金来源均为

4%

11%

64%

46%

其他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公司业绩指标选取类型占比（不含港股）

75%

21%

4%

公司业绩指标选取数量占比（不含港股）

1个指标

2个指标

3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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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办医机构核心人才
全面激励

当前医疗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之下，社会办医机构核心人才的全面激励已远非仅仅关乎核心人才或是激励方式本身，

而是需同时关注并平衡股东、医疗机构、核心人才三大群体的利益与诉求。

股东视角 —— 资本投资回报率

指标1：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11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指标代表企业每投入1元人民币薪酬成本可获得的净收益。调研结果显示，上市医疗服务机构每

投入1元人民币薪酬成本，平均可获得0.06元净收益，高位值企业则可获得0.37元净收益。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公平性、竞争力、匹配度

回报率

效能

股东

医疗机构

核心人才

-1.00

-0.50

0.00

0.50

25分位

-0.81

0.06

0.37

50分位 75分位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 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

 • 人工成本占比

 • 人均产出

 • 资源分配效率

 • 全面激励

 • 人员诉求与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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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指标2：人工成本12占比营业总收入 
人工成本占营业总收入比例代表企业愿意将营业收入用于支付员工薪酬的意愿度。上市医疗服务机构平均将营业总

收入的36%用于支付员工薪酬，而低位值企业、高位值企业的人工成本占营业总收入比例分别为29%和42%。

指标3：人工成本占比营业总成本 
人工成本占营业总成本比例代表企业整体运营总成本中用于支付员工薪酬部分的大小。上市医疗服务机构营业总成

本中人工成本平均占比约35%，低位值、高位值则分别为28%和44%。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29% 36% 42%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28% 3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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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告；德勤分析

医疗机构视角重点关注资源利用效能

从人员效能角度来看，上市医疗服务机构人均营业收入中位值为37.6万元人民币，人均净利润中位值为1万元人民币。

人均营业收入

人均净利润

24.2万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37.6万 66.4万 资源的分配效率

医护技辅职勤

不同层级

不同绩效等级

-7.3万 1万 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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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7

该机构的行业声誉和学术地位 人才继续教育机制

充分的措施保障职业安全

职务晋升

疑难病症的临床实践

帮助医生提升专业地位和视野

融洽的工作氛围

倡导回归医疗

专业领袖

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规范的内部管理

有具备感召力的领导者团队

保障医生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核心人才视角——兼顾内部公平性与外部竞争力的全面激励机制和人才诉求与匹配度

德勤管理咨询认为，从全面激励角度来看，医疗机构核心人才的全面激励框架是涵盖全面薪酬、福利政策、

个人发展、企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人才动力机制：

•基本工资

•固定奖金

•现金津贴

•绩效奖金

•长期激励

•核心价值观

•领导力

•工作环境

•团队氛围

•生活平衡

•法定福利

•风险保障

•生活保障

•健康管理

•工作便利

•休假与轮班

•职业晋升

•决策授权

•学科建设

•交流学习

•学术地位

•医生合伙人

•医生工作室

从人才诉求及企业对相关诉求的匹配情况来看，基于个人需求的不同，医疗服务行业核心人才的择业驱动力存在一

定多样性和差异性。例如，医生选择非公立医疗机构通常会关注如下要素：

福利政策 个人发展 企业文化全面薪酬

人才全面激励框架



19

社会办医服务机构人才激励现状与趋势  | 社会办医机构核心人才全面激励

 • 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 人才制度

 • 哪些类别的医生

 • 针对不同类别医生的人才策略

 • 基于不同的人才策略，人才吸

引、留用、激励措施

人才问题的解决需从顶层设计着手，层层落地。德勤管

理咨询建议，社会办医机构需要建立对于核心人才的清

晰策略指引，从“人才观”层面回答“需要什么样的医

生”，从“人才策略”层面回答“需要哪些类别的医

生”“如何针对不同类别的医生制定相应的人才策略”

的问题，以制定针对性强、实操性高的人才吸引、留

用、激励机制，并确保实施。

举措落地

人才举措

人才策略

人才观

人才策略落地框架

德勤人才策略地图

人才策略落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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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公立医疗机构在后疫情时期逐步恢复扩张，社会办医服务机构在人才管理方面所面临的行业专业人才短缺、人

才争夺激烈等问题将更为严峻，而医疗行业核心人才则在就业选择方面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在此背景下，社会办

医服务机构一方面需着力满足行业核心人才对于其就职机构在薪酬福利、个人发展、企业文化等方面诉求的全面提

升，还需同步从股东视角、医疗机构自身视角进行全局考量，确定机构核心人才诉求、明晰人才画像，通过搭配中

长期激励工具、创新福利项目等方式定制丰富且个性化的人才吸引、保留、激励模式组合，提升人力资源效能、助推

企业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尚未解除，而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疾病诊断、治疗、监控等领域的更快、

更广泛应用，正在给医疗机构的运营模式和医疗服务专业人员的工作方式及内容带来颠覆性变化。医疗服务机构需

在制定人才策略、明确人才需求时及早识别新兴医疗技术手段在本领域的潜在应用场景，充分预见未来医疗服务及

产品交付模式的变化趋势，提前做好人才选聘与培养及人才全面激励机制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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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发布股权激励公告企业
名单

13

002219.SZ
600485.SH
300015.SZ
300404.SZ
002173.SZ
300451.SZ
002524.SZ
603882.SH
300347.SZ
603259.SH
000150.SZ
603127.SH

870803.OC
832533.OC
831672.OC

00286.HK
02293.HK
01830.HK
01509.HK
03869.HK
01515.HK
08143.HK
03886.HK
02120.HK
08307.HK
01833.HK
01526.HK
02138.HK
01518.HK
01419.HK
00648.HK

*ST恒康

*ST信威

爱尔眼科

博济医药

创新医疗

创业慧康

光正集团

金域医学

泰格医药

药明康德

宜华健康

昭衍新药

济群医药

利美康

莲池医院

爱帝宫

百本医护

必瘦站

和美医疗

弘和仁爱医疗

华润医疗

金威医疗

康健国际医疗

康宁医院

密迪斯肌

平安好医生

瑞慈医疗

香港医思医疗集团

新世纪医疗

盈健医疗

中国华仁医疗

代码

A股（12家）

新三板（3家）

港股（16家）

代码公司中文简称 公司中文简称



22

社会办医服务机构人才激励现状与趋势  | 尾注

尾注
1“上市”包括A股、港股、新三板挂牌公司。本章节选取“上市医疗服务机构”作为调研企业，包括但不限于综合医院、体检中心、牙科/整形/眼科等专科医院。

2A股上市公司分类标准参照东方财富证券“医疗服务”行业分类；港股上市公司分类标准参照港交所“医疗及医学美容服务”行业分类；新三板上市公司参照

“新三板管理型行业-卫生”及“新三板投资型行业-医疗保健-保健护理服务”、“新三板投资型行业-医疗保健-保健护理机构”分类。行业公司名单以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库截至2020年7月27日信息为准，后同。

3市值及市盈率以2020年6月30日收盘价为准计算。货币兑换以2020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为准计算，1港元对人民币0.91344元，1新加

坡元对人民币5.0813元。后同。

4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以发布采纳计划公告作为“1项计划”，每项计划以已经发布相应授予/授出公告作为“已进入实施阶段”。

5由于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信息项完整度不同，上述激励对象占比统计以可取得激励对象有效数据的授出/授予公告为准。

6由于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信息项完整度不同，上述激励额度占总股本比例统计以可取得有效数据的授出/授予公告为准。其中“总股本”数据统计口

径为发布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当日公司股份总量。

7由于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信息、高管个人薪酬信息完整度不同，上述长期激励年化收入占年度总收入比例统计仅选取截至2020年7月27日A股、新

三板上市公司发布的部分股权激励计划作为样本（样本数共计98人次，覆盖营收规模10亿以内公司、营收规模10亿以上公司、同时公告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计划的公司、仅公布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公司和仅公布股票期权计划的公司），且仅以高管作为统计对象。长期激励年化收入统计以每次实际授予公告为准，按行

权/归属当日股票收盘价与实际行权/转让价格的差额与各激励对象当年/次获授股票数量乘积作为年化收入。

8由于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信息项完整度不同，上述锁定期/等待期安排统计以可取得有效数据的授出/授予公告为准。

9由于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信息项完整度不同，上述公司业绩指标选取统计仅包括A股、新三板数据。上述指标统计为指标类型统计，包括增长率类 
指标。

10由于港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信息项完整度不同，上述激励标的来源及资金来源统计仅包括A股、新三板数据。

11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企业净利润/员工薪酬福利总额×100%。其中，薪酬福利总额统计口径：A股、新三板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人工成本-短

期薪酬”扣除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港股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报表附注“薪金、津贴、奖金及其他福利”。②该指标统计包含A股、新三板、港股上市公司；考虑

股东视角数据口径统一性，不含港股上市公司口径下人工成本投资回报率数据参考。

12由“人工成本”统计口径为A股、新三板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人工成本-短期薪酬”。考虑“人工成本”数据可得情况，该指标统计包含A股、新三

板上市公司，不含港股上市公司。后同。

13本次调研对象为A股、港股、新三板医疗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已发布股权激励计划公告的企业（A股、新三板已发布股权激励计划公告的企业名单以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库截至2020年7月16日“股权激励一览”统计为准；港股已发布股权激励计划公告的企业名单以港股医疗服务行业全部企业中年报或其他公告等公

开信息涉及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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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与联络信息

王晓燕

德勤人力资本咨询合伙人

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电话：+86 28 6225 6198
电子邮件：meliswang@deloitte.com.cn

白阳

德勤人力资本咨询高级顾问 
电话：+86 21 3313 8905
电子邮件：bbai@deloitte.com.cn

刘映岑

德勤人力资本咨询分析员 
电话：+86 28 6225 6169
电子邮件：inliu@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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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地址
香港
香港金钟道88号
太古广场一座35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
中海广场28层2802-2804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澳门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
澳门广场19楼H-L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蒙古
15/F, ICC Tower, Jamiyan-Gun Street
1st Khoroo, Sukhbaatar District,
14240-0025 Ulaanbaatar, Mongolia
电话：+976 7010 0450
传真：+976 7013 0450

南京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47号
国金中心办公楼一期40层
邮政编码：210019
电话：+86 25 5790 8880
传真：+86 25 8691 8776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68号
万豪中心1702室
邮政编码: 315000
电话：+86 574 8768 3928
传真：+86 574 8707 4131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279号
蓝海华庭（三亚华夏保险中心）16层 
邮政编码：572099
电话：+86 898 8861 5558
传真：+86 898 8861 0723

上海
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
外滩中心30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
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
3605-3606单元
邮政编码：110063
电话：+86 24 6785 4068
传真：+86 24 6785 4067

深圳
深圳市深南东路5001号
华润大厦9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绣路58号 
苏州中心广场58幢A座24层
邮政编码：215021
电话: +86 512 6289 1238
传真: +86 512 6762 3338 / 3318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3号
天津世纪都会商厦45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8312 6099

武汉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49层01室
邮政编码：430000
电话：+86 27 8526 6618
传真：+86 27 8526 7032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8号
国际银行大厦26楼E单元
邮政编码：361001
电话：+86 592 2107 298
传真：+86 592 2107 259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9号
绿地中心A座51层5104A室
邮政编码：710065
电话：+86 29 8114 0201
传真：+86 29 8114 0205

郑州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51号
楷林中心8座5A10   
邮政编码：450018
电话：+86 371 8897 3700
传真：+86 371 8897 3710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23号楼
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2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6508 8781

长沙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109号
华创国际广场3号栋2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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