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铁信可中国 —— 办事处相关信息

总部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
来福士广场（写字楼）8楼，
801- 808室，200001
电话：+86 21 6170 8888
info.cn@dbschenker.com

德铁信可中国分公司及办事处：
保定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保定办事处
中国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1799号保定中关
村创新中心A座511室 邮编：071051
电话：+86 312 5858 238
office.baoding@dbschenker.com

重庆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3502-3506室，400010
电话：+86 23 6374 4800
office.chongqing@dbschenker.com

杭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188号
荣安大厦 803室，310017
电话：+86 571 2620 1333
office.hangzhou@dbschenker.com

北京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中国北京市天竺空港工业区A
天纬四街5号，101312
电话：+86 10 8048 0099
office.beijing@dbschenker.com

大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公司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港湾街7号
时代大厦1608室，116001
电话：+86 411 8235 7111
office.dalian@dbschenker.com

哈尔滨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哈尔宾分公司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赣水路1号
齐鲁国际大酒店601室，150090
电话：+86 451 8679 7295
office.harbin@dbschenker.com

长春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长春分公司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727号
中银大厦A座1805室，130061
电话：+86 431 8892 1413
office.changchun@dbschenker.com

东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
胜和广场C座14A-14B，523009
电话：+86 769 2281 9165
office.dongguan@dbschenker.com

合肥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合肥办事处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72号
宏图大厦2012室，230001
电话：+86 551 6520 2397
office.hefei@dbschenker.com

长沙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中国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
第一大道大厦1804-1805室，410005
电话：+86 731 8442 4626
office.changsha@dbschenker.com

佛山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121号
东建大厦I，J，K室，528000
电话：+86 757 8312 6456
office.foshan@dbschenker.com

呼和浩特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办事处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2座1001室
电话：+86 22 2330 4028
office.tianjin@dbschenker.com

常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常州办事处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98-1号
富都商务公寓2015室，213022
电话：+86 519 8517 0675
office.changzhou@dbschenker.com

福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福州分公司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58号
环球广场707-708室，350003
电话：+86 591 8785 5395
office.fuzhou@dbschenker.com

花都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花都办事处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白云国际机场空港
大道9号C1栋622，624，626室，510890
电话：+86 20 3607 2300
office.huadu@dbschenker.com

成都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1号
仁恒置地广场15楼1501A
16楼1601-1603单元，610016
电话：+86 28 8658 7798 / 7738
office.chengdu@dbschenker.com

广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
中泰国际广场A座34层，510620
电话：+86 20 8348 6980
office.guangzhou@dbschenker.com

惠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惠州办事处
中国广东省惠州市麦科特大道69号
达利大厦9楼4-6室，516008
电话：+86 752 2118 552
office.shenzhen@dbsche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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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江阴办事处
中国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中央商务区
珠江路203号监理大厦12A-11，214442
电话：+86 510 8279 7951
office.jiangyin@dbschenker.com
嘉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嘉兴分公司
中国浙江省嘉兴市昌盛路1560号
现代广场2号楼1106室，314001
电话：+86 573 8338 8001
office.jiaxing@dbschenker.com
济南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济南办事处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顺河东街66号
银座晶都国际1-1608，250013
电话：+86 531 6668 8299 / 8399
office.jinan@dbschenker.com
昆山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昆山联络处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昆山
环庆北路2188号，215300
电话：+86 512 6295 7738
office.kunshan@dbschenker.com
廊坊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廊坊办事处
中国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源道清华科技园1号办公楼2412室
电话：+86 316 5550 137
office.langfang@dbschenker.com
连云港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连云港办事处
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
中山西路6号，222042
电话：+86 518 8232 5296
office.lianyungang@dbschenker.com
澳门
全球国际货运（澳门）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湾宏光道39号，
宏天广场35楼
电话：+852 2585 9688
info.cn@dbschenker.com
绵阳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绵阳联络处
中国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花园路9号
绵阳涪城万达广场6栋2单元807室 , 621000
电话：+86 816 2320 506
office.mianyang@dbschenker.com

南昌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南昌分公司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八一大道2号
南宾国际金融大厦写字楼21楼
2109-2111室，330000
电话：+86 791 8630 3220
office.nanchang@dbschenker.com
南京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49号
商茂世纪广场23层C2-C7座，210005
电话：+86 25 8710 6666
office.nanjing@dbschenker.com
南宁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南宁办事处
中国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118号南宁青
秀万达广场西1栋3009室, 530022
电话：+86 157 7713 4139
office.changsha@dbschenker.com
南通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南通办事处
中国江苏省南通市姚港路2号
鸿运大厦518室，226006
电话：+86 513 8558 8779
office.nantong@dbschenker.com
宁波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东部新城
昌乐路258号东南大厦16楼，315010
电话：+86 574 8717 5666
office.ningbo@dbschenker.com
凭祥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凭祥办事处
中国广西省凭祥市综合保税区
附楼312室，532602
电话：+86 771 8558 005
office.pingxiang@dbschenker.com
青岛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太平路51号
山东国际贸易大厦29层，266001
电话：+86 532 8297 1099
office.qingdao@dbschenker.com
秦皇岛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秦皇岛分公司
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碧海云天小区12栋1812室，066000
电话：+86 335 5896 357
office.qinhuangdao@dbschenker.com

汕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汕头办事处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金砂东路92号
嘉信广场1911室，515041
电话：+86 754 8899 5882
office.shantou@dbschenker.com
绍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绍兴办事处
中国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大滩路大滩一号大厦1101室，312001
电话：+86 575 8824 8009
office.shaoxing@dbschenker.com
沈阳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沈阳分公司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
总统大厦C座1906室，110003
电话：+86 24 8807 6868
office.shenyang@dbschenker.com
深圳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3002号, 深
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21楼，518014
电话：+86 755 8373 9300
office.shenzhen@dbschenker.com
石家庄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石家庄办事处
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街1号
富邦大厦561室，050011
电话：+86 311 8927 0170
office.shijiazhuang@dbschenker.com
水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水头办事处
中国福建省南安市水头滨海工业区
高时物流办公大楼904室，362342
电话：+86 595 8667 9277
office.shuitou@dbschenker.com
苏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中国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
国际财富广场西塔楼31楼01B室
电话： +86 512 6295 8600
office.suzhou@dbschenker.com
太仓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太仓联络处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太仓上海东路86号
世纪财富大厦7楼，215400
电话：+86 512 6295 7738
office.taicang@dbsche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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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太原办事处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38号
金广大厦 310 室，030001
电话：+86 351 7924 893
office.taiyuan@dbschenker.com

武汉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区建设大道568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1座1008室，430022
电话：+86 27 6885 0188
office.wuhan@dbschenker.com

义乌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义乌办事处
中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州北路800号
金福源A座1303-1305室，322000
电话：+86 574 8717 5630
office.yiwu@dbschenker.com

台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台州办事处
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温岭锦屏路28号
锦屏大厦713室，317500
电话：+86 574 8717 5666
office.taizhou@dbschenker.com

香港
全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湾宏光道39号，
宏天广场35楼
电话：+852 2585 9688
info.cn@dbschenker.com

云浮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云浮办事处
中国广东省云浮市建设北路11号
银禧商业城1708室，527300
电话：+86 766 8188 282
office.yunfu@dbschenker.com

天津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2座1001室，300051
电话：+86 22 2330 4028
office.tianjin@dbschenker.com

无锡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343号
东方广场22楼A，B，C座，214002
电话：+86 510 8275 5839
office.wuxi@dbschenker.com

郑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288号
升龙大厦810-811室，450012
电话：+86 371 5513 2088
office.zhengzhou@dbschenker.com

乌鲁木齐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办事处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玄武
湖路万达广场16号楼1311室，830022

厦门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司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象屿保税区
象兴一路五号一层，361006
电话：+86 592 2668 788
office.xiamen@dbschenker.com

中山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中山分公司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16号之三
国际金融中心23楼2311室，528403
电话：+86 760 8823 1670
office.zhongshan@dbschenker.com

威海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威海分公司
中国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2号
中信大厦20层2001室，264200
电话：+86 631 5182 366 / 367
office.weihai@dbschenker.com

西安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1号禾盛京广
中心A栋1201室, 710075
电话：+86 29 8985 1168
office.xian@dbschenker.com

珠海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珠海办事处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2188号
名门大厦408室，519015
电话：+86 756 3338 564
office.zhongshan@dbschenker.com

温州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温州办事处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新城路311号
中通大厦6B，325000
电话：+86 577 8985 3082
office.wenzhou@dbschenker.com

烟台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烟台办事处
中国山东省烟台市南大街11号
壹通国际25A02室，264001
电话：+86 535 2122 011
office.yantai@dbschenker.com

电话：+86 991 2308 990
office.urumqi@dbschenk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