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松江飞繁电子有限公司各地办事处（销售公司）通讯录
上海徐汇办事处 费 佳

上海市徐家汇斜土路2669号英雄大厦2005-2006室
电话：021-64398196 64398199 64393134 54254135
传真：021-64380903 服务热线：021-57747927
费佳手机：13801985895 许爱珍手机：13916206612
上海莘庄办事处 李海萍

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路2号A栋1705-1706室
电话：021-64395788 64397699 643981979 64394175
李海萍手机：13761955569 服务热线：021-57747927
吴萍手机：13801986017 王金秀手机：13901690913
黄琦手机；13918709815 陈亚敏手机：13918757551
南京第一办事处 邓 磊

南京市新街口石鼓路98号阳光大厦12层D座
电话：025-84708286 传真：025-84708246
手机：13801586372
南京第二办事处 吴金钢

南京市江宁区文靖路218号芙蓉园小区13栋304室
电话/传真：025-52390792 手机：18621539058
石磊手机：13512528590
 江北办事处 吴金钢

南京市浦口区泰冯路59号天华硅谷37栋1单元501室
电话/传真：025-58847679 手机：18621539058
袁明手机：13851580516
苏州办事处 樊佩青

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318号天翔国际大厦1206室
电话：0512-62538140 传真：0512-62934001
手机：13601807317 服务：0512-62562254
 昆山办事处 樊佩青

昆山市开发区伟业路18号现代广场1606室
电话：0512-55181722 传真：0512-55181720
手机：13601546095
 常熟办事处 樊佩青

常熟市长江路268号2幢304室(宜必思酒店西旁)

电话/传真：0512-52801593 手机：13601546095
 张家港办事处 樊佩青

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杨路云盘二村72幢201
手机：13601546095 陈志勤手机：13338055933
 无锡办事处 樊佩青

无锡市梁溪区芦庄路新联苑34号
电话/传真：0510-83102495 吴卫星手机: 13701999074
扬州办事处 刁进东

扬州市邗江区翠岗路202号紫荆苑2幢105室
电话/传真：0514-87857139 手机：15861289877
 泰州办事处 刁进东

泰州市海陵区凤凰羲城西苑48号楼二单元404室
电话/传真：0523-86887919 手机: 15861289877
赵永荣手机：13357796796
 镇江办事处 刁进东

镇江市小米山路米山人家17幢201室
电话/传真：0511-88857585 手机: 15861289877
侯君辉手机：13952941632
徐州办事处 李忠瑜

徐州市中山南路28号贵邦财富大厦16楼16号
电话/传真：0516-83802119 手机: 13705208982
 宿迁办事处 李忠瑜

宿迁汽车站东门聚龙花园15幢2单元203室
电话/传真：0527-84430119 手机: 13705208982

盐城办事处 李林海

盐城市迎宾南路168号房博园3幢101室
电话/传真：0515-88877119 手机：13916207311
淮安办事处 李林海

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威海小区5号楼2单元204室
电话/传真：0517-83717566 手机: 13916207311
宁波办事处 赵裕华

宁波市甬港北路92弄5号怡景花苑A 座1A
电话：0574-87746969 传真：0574-87377896
手机: 13601864168 服务：0574-87716151
慈溪办事处 赵裕华

慈溪天九街小区2号楼308室
电话：0574-63817897 手机: 13601864168
台州办事处 王 军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芝麻园里小区3号楼二单元203室
电话: 0576-88828559 传真：0576-88832337
手机: 13058646600
温州办事处 王文彬

温州市瓯海区三羊大道南仙家园14幢204(京都城对面)

电话: 0577-86360860 传真：0577-86366180
手机：15557562727
舟山办事处 艾坚雄

舟山市（新城）临城街道领城故事花园19栋2单元1404室
电话/传真：0580-2793119 手机: 15958088395
绍兴办事处 周 瑾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景都花园20幢101室
电话：0575-88317312 手机：13501690858
嵊州办事处 周 瑾

嵊州市长宁路1001号花木城1号楼709室
电话/传真：0575-83292119 手机：13501690858
金华办事处 周 瑾

金华市劳动路55号西单元三楼 电话:0579-82359119
传真：0579- 82365119 手机: 13501690858
丽水办事处 周 瑾

丽水市莲都区天宁一村29-1-201（新市政府斜对面）

电话: 0578-2352109 传真：0578- 2213190
手机: 13501690858
衢州办事处 周 瑾

衢州市柯城区双港西路丽晶雅苑21-1-402室
电话: 0570-3030086 传真：0570-3025885
手机: 13501690858
嘉兴办事处 胡文娟

嘉兴市秀州区常秀街618号皇马公寓8幢1004室
电话/传真：0573-82325119 手机：13916397536
湖州办事处 夏玉忠

湖州市环城东路235号汇豪明都225室
电话: 0572-2075119 传真：0572-2068119
手机: 13059925588
合肥办事处 周正葆

合肥市金寨路金湖新村4栋7单元514室
电话/传真: 0551-63643112 手机: 13505510000
马鞍山办事处 朱前萍

马鞍山市中央花园7幢1单元1503号
电话/传真: 0555-2355739 手机：13083106918

芜湖办事处 姚金华

芜湖市九华南路润地商业街广场3栋906室
电话/传真：0553-4226361 手机: 13855388471
济南办事处 李毓嘉

济南市经五纬二路28号汇宝大厦2104室
电话：0531-86051081 传真：0531-86051170
手机：13901652586
青岛办事处 曲 意

青岛市香港中路18号福泰广场A座2602室
电话/传真：0532-86019237 手机:18753216909
福州办事处 周玉丽

福州市六一北路468号东方明珠花园5A204室
电话: 0591-87540559 传真：0591-87545681
手机: 13901631461
泉州办事处 周玉丽

泉州市兴霞路桥南片区中央百捷公园首府1-2901室
电话/传真：0595-88053876 手机: 13901631461
三明办事处 周玉丽

三明市乾龙新村（美地大道）374栋1号805室
电话/传真：0598-8210119 手机: 13901631461
厦门办事处 林 仙

厦门市嘉禾路297-2宝龙中心2号楼13M
电话/传真：0592-5091142 手机: 18950111610
陆春锋手机：18950111536
 漳州办事处 林 仙

漳州市芗城区南昌中路悦华城市广场1幢1413（艾美百货楼上）
电话/传真：0596-2928008 刘家鑫手机：13959678382
龙岩办事处 林 仙

龙岩市万达广场C区C1栋910室
电话/传真：0597-2991508 林碧娟手机：13950818129
武夷山办事处 方建敏

武夷山市工业路6-1号福鑫农贸市场2楼
电话/传真：0599-5261969 手机：13960601603
广州办事处 姜 新

广州市东山区东华东路363号（锦桦世家）南栋

6楼D、E座 手机：13901771241
电话：020-37637880 传真：020-37637408
 海南办事处 姜 新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西路21号西秀苑C1501室
电话/传真：0898-68711653 姜新手机：13901771241
武强手机：13664744000 18907649119
南宁办事处 孙天远

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2号香榭里花园枫丹丽舍3栋1单元

30803室 电话/传真: 0771-2866006 手机: 13977179768
昆明办事处 吴家春

昆明市青年路延长线华尔顿大厦23层2313室
电话/传真: 0871-63159194 手机：13708797871
贵阳办事处 张 卓

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龙慧苑 3栋 2单元 14-1
电话/传真：0851-84854063 手机：18185157081
长沙办事处 唐飞跃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凤亭社区网船班小区31栋南

电话：0731-82289888 0731-82289887
传真:0731-82289878 手机：13973140588

武汉办事处 费鸣晓

武汉市汉口中山大道1166号金源大厦C座1103/1104室
电话/传真：027-82833814 服务：027-82805658
手机: 13507127290
襄阳办事处 费鸣晓

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山水檀溪)水园3栋1单元304室
电话/传真：0710-3524119 杨海手机: 13986309835
宜昌办事处 费鸣晓

宜昌市樵湖三路葛洲坝广场二层门面

电话/传真：0717-6795711 贺生明手机: 13872461301
重庆办事处 李晓辉

重庆市渝北区五红路长安华都3-10-4
电话: 023-67857160 传真：023-67878062
手机: 13908306612
万州办事处 李晓辉
重庆市万州区红光路发顺金都B栋17-7室
电话/传真: 023-58730455 刘虹手机: 13896961688
成都办事处 苏玉旭

成都市浆洗街8号国嘉南苑16楼5号
电话: 028-85593297 传真：028-85561603
手机: 13808171117 蒋志英手机：13880581282
 成都办事处第二销售团队 王琴领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灵雅路237号森邻香堤4-7-204
电话/传真：028-85578315 手机：13808024920
泸州办事处 王琴领

泸州市江阳区百子路7栋2单元4号
电话/传真： 0830-3111466 /3129906
手机:：18908209119 贺卓手机：13330783334
绵阳办事处 翟玉霞

绵阳市临园路东段33号兴达商业中心1803室
电话/传真:0816-2245050 手机: 13700961887
德阳办事处 翟玉霞

德阳市锦绣上城3栋2单元14层4号
电话/传真：0838-2231610 胡梅手机:13990260881
南充办事处 赵勇军

南充市嘉陵区都尉路1号云鼎壹佰1810室
电话/传真: 0817-2668119 手机: 13990881725
 巴中办事处 赵勇军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滨河北路西段水韵名城2单元6-4室
电话/传真：0827-2633119 何思洋手机：13699694498
河南办事处 刘 洁

郑州市南阳路154号附1号建业壹号城邦4号楼3单元101室
电话/传真：0371-86546818 手机：13523715558
 豫北办事处 刘 洁

新乡市和平大道100号维多利亚城7号楼2单元1507室
电话/传真:0373-3061561 程慧娟手机:13937310133
大连办事处 张玉花

大连市沙河口黄河路568号科学家公寓1号楼9层6号
电话：0411-84623086 传真：0411-84649555
手机：13904262226
新疆办事处 姜利峰
乌鲁木齐市红光山路2888号绿地中心·蓝海·2001室
电话：0991-5569119 传真：0991-4678567
手机：13809911559
发货地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新华凌市场北区院内

收货人：姜利恒 手机：13699364119
南昌办事处 俞锞锞
南昌市西湖区建设西路188号莱茵半岛花园小区39栋
3单元2802室
电话/传真：0791-86572213 手机：

章旭钟手机：13758589067 吕信伟手机：18868789971

东北销售公司
沈阳松江正达电子有限公司 杨志毅
沈阳市浑南新区天赐街5-2号国际贸易中心B座12楼
传真：024-88629977 邮箱：ZHIYIYANG@163.COM
总经理电话：024-23818866 手机：13904006560
总经理助理王金英：024-88629977 手机：13709855705
沈阳办事处 翟惠萍
沈阳市和平区保安寺街3号2门 手机：13504975302
电话：024-23993119 传真：024-23992366
鞍山办事处 迟运良
鞍山市铁东区深营路300号消防小区3号楼3层302室
电话/传真：0412-5954119 手机：13304129777
锦州办事处 孙殿文
锦州市凌河区兰花里33号楼63号
电话/传真：0416-2883390 手机：13464661121
长春办事处 董 丽
长春市绿园区青年路彩云间D座东门706室
电话/传真：0431-87826119 手机: 13159773948
吉林办事处 索延冰
吉林市丰满区荣邦新城B5栋四单元8楼左门
电话/传真：13353120766 手机：13894713488
哈尔滨办事处 周自君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304-6号鑫华大厦501室
电话/传真：0451-86895522 手机：18245081527
齐齐哈尔办事处 赵文斌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电子局2号楼441房
电话/传真：0452-8095050 手机：15046590999
牡丹江办事处 崔全旺
牡丹江市西安区西三条路新立街罗兰斯堡小区6号楼
4单元302室
电话/传真：0453-6444358 手机：13555012345
赤峰办事处 董俊峰
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中昊大厦综合楼021311室
手机：15947566789

华北销售公司

北京松江正达电子有限公司 何红兵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 2区 222号星源国际 B座 2402室
电话：010-64711990 010-58415336
传真：010-64736119 何红兵手机：15904813585

北京办事处 赵勇：13601070752 李文：13910710314
天津办事处 赵献斌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南路与梅江道交口翠水园 14-3-301
电话：022-27315 777 传真：022-27319932
手机：13920363036
内蒙古办事处 郭文军

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南路105号都市华庭丽景阁B座303号
电话：0471-6687707 传真：0471-6687708
手机：15034793479 王可欣手机:13848717628 山

山西办事处 高建文

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华德中心广场A座1010室

电话/传真：0351-8373127 手机：13803457969
河北办事处 张恒瑞

石家庄市新华区北焦花苑小区7栋1单元1102室
电话/传真：0311-68002583 手机：18931867186
唐山办事处 王梅娟

唐山市曹妃甸区曹妃甸新城崇德道彩虹嘉园底商一层

101室 手机：13230888080
邯郸办事处 王振峰

邯郸市肥乡区宏都城市花园8号楼1单元4层401室
手机：15830738819

西北销售公司

西安盛世正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孙俊超

西安高新区沣惠南路泰华金贸中心 9高楼 1503室
电话/传真：029-89583591 手机：1357255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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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云安消防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阮金华

杭州市庆春路80号东清大厦D幢608室
电话：0571-87230112 0571-87230117
传真：0571-87230076 手机: 13306531808
常州云安消防设施有限公司 (钱建军) 张文龙

常州市米市河路107号格林大厦6楼(1楼仓库)
电话: 0519-86855836 传真：0519-86868293
手机: 13901504889 0519-86878163(新)
常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新) 常州市米市河路107号格林大厦13楼

电话：(新)0519-86878167 0519-86878170
手机：(新) 王惠 13584542019
南京天蔚消防设备器材有限公司 邵 维

南通市外环北路390号美丽华广场9幢1902
电话：0513-51006099 传真：0513-51006569
手机：13736901999 邵丹手机:13073240581
沈阳伯仲飞繁电子有限公司 杨志毅

沈阳市和平区保安寺街3号2门 手机：13904006560
电话：024- 23992366 传真：024-23992366
新疆通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姜利峰

乌鲁木齐市红光山路2888号绿地中心。蓝海。2001室 (发票和维修件发此地址)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新华凌市场北区内。（仅发电池用，包括零售产品资料、画册）

电话：0991-5569119 传真：0991-4678567
手机：13609988638/收货人：姜利恒 13699364119
昆明松江电子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吴家春

昆明市青年路延长线华尔顿大厦23层2313室
电话/传真: 0871-63159194 手机：13708797871

山西松江飞繁电子有限公司 (已废) 杨淑坤

太原市长治路56号东岳大厦城市密码B单元1444室
电话/传真：0351-7058119 手机：13485358119
陕西思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姜 萍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财富中心I期C座10楼E室
电话：029-86185699 传真：029-86184288
手机：15991652877
江西浩诚消防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唐东江

南昌市青山湖区紫阳大道3399号云中城B#办公楼

47楼4703室
电话：0791-86891292 传真：0791-86891119
手机:13807034453
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李金山

杭州市祥园路33号北部软件园2楼
电话: 0571-85163221 传真：0571-28936129
手机: 13957135676 毛红兵电话:0571-28936886
邯郸市南路贸易有限公司 胡建明

邯郸市人民路祥龙湾1单元2903室
电话：0310-7091777 0310-7091666
传真：0310-3103303 王振峰手机：15830738819
临沂市通瑞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傅学龙

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交上海路颐高上海街A2509室
电话/传真：0539-8196119 李佼手机：18369380119
甘肃正安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张 胜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北路3111号御景东方1-2-402室
电话/传真：0931-4894446 手机：13919123456

西宁市城中区云安消防设备经营部 王文彬

西宁市城中区滨河南路82号滨河园小区3-1-101室
电话：0971-6361570/15557562727 传真：

0971-7111800
二级分销商

连云港市东晨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刁进东

连云港市新浦区盐河南路一方山水12号楼4单元401室
电话/传真：0518-81587119 手机: 15861289877
广州市松江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邱武生

广州市珠海区宝业路576号之6首层(江南苑小区内)
电话：020-84492300 传真：020-84421079
手机：13903072456/副总简永根手机：13902233374
中山市泛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吴昌亚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锦湖居11卡2楼
电话/传真：020-37637408 手机：13823908783
江门市松江消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谢 敏

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二路1号126商铺 手机：13802726230

电话：0750-3227805 传真：0750-3227806
深圳市云安消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黄春潜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坂田禾塘光新河街8号3楼
电话：0755-81798999 传真：0755-81798333
手机：13902960179

珠海申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马永祝

珠海市拱北桂花村仲夏阁17楼A室
电话：0756-8117058 传真：0756-8126058
手机：1331898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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