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分支行名称

地址

电话

北京分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第1层102号商铺，电梯楼层16层01-03，05-08单元, 电梯楼层17层及电梯楼层18层

(010) 5999 8888

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号中粮广场A座一层 101-109，125-128，135 室

(010) 5999 8009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凯宾斯基饭店一层3号及4号商铺

(010) 5999 7900

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中国电子大厦B座1层商业01,02单元

(010) 5999 7288

北京京伦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三号京伦饭店一层西侧W-2~6单元

(010) 5999 7500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6号丽都广场A2商业楼，首层208及2层200室

(010) 5999 7588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13号楼L09单元商铺地下一层以及地上一层

(010) 5999 7268

北京远大路支行[1]*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燕莎Mall1002，1003，1003N

(010) 5999 7888

北京北辰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辰时代大厦首层商铺0101单元

(010) 5999 7711

北京东直门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楼国华投资大厦1层102单元

(010) 5999 6589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首层F109-F110单元

(010) 5999 7477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9号楼搜狐网络大厦1层07A单元

(010) 5999 6566

北京光华路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丙12号数码01大厦一层102号商铺

(010) 5999 7999

北京翠微路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7号院B座一层

(010) 5999 7968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8号院3号楼101A单元

(010) 5999 6500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北京科技会展中心数码大厦A座1层B1、B2单元及3层A9-01室

(010) 5999 7788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地下一层及1-38楼

(021) 3888 3888

上海市淮海中路283号香港广场南楼SL1-11，SL2-07/08/14，1807-08单元及3203-3205单元

(021) 3888 8618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86号一楼

(021) 3888 3222

上海市古北路666号嘉麒大厦101及201室

(021) 3888 1318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106室

(021) 3888 2628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400室及400A室

(021) 3888 6888

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88号1101B和1102单元

(021) 3888 6820

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88号1层111、112单元

(021) 3888 6455

上海中山公园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123号E01层18及19号单元

(021) 3888 1889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300号联洋广场C区1层102室

(021) 3888 8900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111号一楼中部

(021) 3888 3166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65 号 101-103商铺

(021) 3888 1388

上海创智天地支行

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303号1层101A室

(021) 3888 3858

上海长泰广场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201号9号楼169室

(021) 3888 5088

上海外滩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6号一楼B座

(021) 3888 6278

上海大宁支行

中国上海闸北区广中路783&779号店铺

(021) 3888 6188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首层E1-05号商铺

(021) 3888 3668

上海市黄埔区徐家汇路618号日月光中心1楼C24,C25单元及二楼C74,C75,C76单元商铺

(021) 3888 1188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浦东嘉里城底层L103A单元

(021) 3888 8468

上海市安福路322号2幢首层105号商铺

(021) 3888 3138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599号1-108/1-108-1商铺

(021) 3888 5068

上海古北路支行

上海市古北路1301号101室

(021) 3888 8688

上海恒丰路支行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388号1层

(021) 3888 6388

上海市碧云路633号碧云体育休闲中心1层B11-12商铺

(021) 3888 3111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818号虹桥天地广场1号楼一层107-108室及二层205室

(021) 3888 809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88号2幢601-023单元

(021) 3888 3828

北京丽都广场支行
北京华贸支行

北京

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
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

北京望京支行
北京中关村支行
上海分行*
上海香港广场支行*
上海漕溪路支行*
上海嘉麒大厦支行*
上海商城支行*
上海静安支行

上海联洋支行*
上海虹桥扬子中心支行
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

上海

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支行
上海泰康路支行
上海浦东嘉里城支行
上海安福路支行
上海正大乐城支行

上海碧云支行
上海虹桥天地支行
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

PUBLIC

城市

分支行名称
广州天河城支行*

地址

电话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天河城东塔楼首层部分商铺和，第五层01-03和08号单位及第27层04-07单元

(020) 8313 1800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1号自编太古汇二座首层01单元及第27、28层

(020) 8313 1888

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68号自编首层G2

(020) 8313 1616

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首层111B商铺

(020) 8313 1868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120号首层商铺

(020) 8313 1838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德路281、299、315号自编105之2号商铺

(020) 8313 1048

广州高德置地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5号、87号101房之自编101单元及201房之自编201单元

(020) 8313 1886

广州中国大酒店支行

中国大酒店首层商场S103-106商铺广州市流花路

(020) 8313 1555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4、6号首层107号商铺

(020) 8313 1638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1号1楼11号单元

(020) 8313 1588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319号玉鸣轩首层101，102，103及103A室

(020) 8313 1638

深圳分行*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1号华润大厦首层N111-N113单元、2层N205-206单元

(0755) 8233 8016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1002号火车站东侧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一楼9号及12号商铺

(0755) 2513 8138

深圳福田中心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裙楼第1层03D室、第5层04室

(0755) 2513 8636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西路车公庙工业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副楼101

(0755) 2513 8366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4002号长兴大厦首层北区01号商铺

(0755) 2513 8699

深圳红树湾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与深圳湾二路交汇处京基百纳广场一层L1-10号商铺

(0755) 2513 8678

深圳南山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环东路西环北路滨海之窗花园8栋102号A商铺

(0755) 2513 8168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9026号威尼斯酒店首场1-3号商铺

(0755) 2588 8688

深圳海天路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高新区填海六区高技术示范大厦01层02-a单元

(0755) 2588 8601

深圳前海支行*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63号 前海企业公馆 2栋B单元

(0755) 2513 8680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2号天津环球金融中心津塔写字楼5304、5305（电梯楼层58层），5501-5509（电梯楼层60层）

(022) 5858 8888

天津国际大厦支行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75号天津国际大厦一楼118室

(022) 5858 8666

西安

西安西大街支行*

西安市碑林区南广济街风雷巷1号10109室

(029) 6851 1666

太原

太原分行*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9号国际贸易中心东塔1层和西塔18层

(0351) 838 1811

成都分行*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1栋1层1号以及1栋1单元201号

(028) 8673 3333

成都锦官新城支行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7号 1栋1楼125号

(028) 8673 3111

成都临江西路支行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二号汇日央扩国际广场1楼3号/3楼3号

(028) 8673 3222

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成都香格里拉中心商场6－8单元

(028) 8673 3444

青岛市香港中路76号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8 楼、711-714房间、718房间、911房间、918房间及1209房间

(0532) 8097 8088

青岛市香港中路87号1层

(0532) 8097 3888

青岛山东路支行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2号甲1层B户

(0532) 8097 6688

济南

济南分行*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8号1-107室

(0531) 5559 8666

沈阳

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21号企业广场A座一层T1-L1-001室

(024) 2316 5899

大连市人民路68号大连宏誉商业大厦地面层商铺2号

(0411) 8887 6888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554D-18号和平现代城B座一层３号，二层４号商铺

(0411) 8887 6988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29-3柏威年大连购物中心L1019-E

(0411) 8887 6299

重庆解放碑支行*

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99号一单元30-3#及30-4-1#

(023) 6366 5521

重庆渝北嘉州支行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100号恒大中渝广场T9栋裙楼YH3商铺

(023) 6366 5626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路1号蓝码地王大厦1楼及30楼

(0371) 8751 888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68号1层商铺、18层11-18室

(0451) 8570 7555

广州分行

广州江南西支行
广州

广州番禺奥园广场支行

广州东山口支行*
广州金穗路支行
广州中山路文德支行*

深圳天安数码城支行
深圳华强北路支行
深圳

深圳华侨城支行*

天津分行*
天津

成都

青岛分行*
青岛

青岛香港花园支行

大连分行*
大连

大连和平广场支行
大连柏威年支行

重庆

郑州

郑州分行*

哈尔滨

哈尔滨分行*

PUBLIC

城市

分支行名称

唐山

唐山分行*

河北省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北路101号高科总部大厦102,103A号商铺以及204室

(0315) 252 2999

苏州分行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号世纪金融大厦1505-1510室

(0512) 6761 9669

苏州市干将路818号

(0512) 6770 8968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58号汇豪国际大厦108-109号

(0512) 6807 8888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237号华利大酒店1楼商铺

(0512) 6763 8338

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号国际大厦101单元

(0512) 6763 2088

杭州嘉里中心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寿路6号杭州嘉里中心1幢101-2室

(0571) 8981 1377

杭州武林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565号华能大厦1楼565-1号，565-3号

(0571) 8981 1333

杭州黄龙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首层106室

(0571) 8981 1268

宁波分行*

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北路50号波特曼中心C座101/201单元

(0574) 8705 9000

宁波海曙支行

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230号1-12、1-13室

(0574) 8705 9008

厦门分行*

厦门厦禾路189号银行中心1层7-10单元

(0592) 239 7799

厦门嘉禾支行

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86-2厦门东方财富广场B栋一层103单元

(0592) 239 7799

厦门禾祥支行

厦门思明区禾祥西路903号及901号

(0592) 239 779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建业路7号恒通花园首层

(0592) 239 7799

合肥分行*

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首座102-202

(0551) 6575 6000

武汉新世界中心支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632号新世界中心地面层及七层

(027) 6577 9818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442号新时代商务中心首层东群楼商铺

(027) 6577 9892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南京新地中心1层03单元及27层08单元

(025) 8570 6688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69号保险大厦一层大堂西北角

(025) 8365 0188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长江路21-1号，101，707，708单元

(0510) 8112 1888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号无锡恒隆广场商场[112]号铺位

(0510) 8112 1893

广东省东莞市元美路华凯广场C座首层C1-109-112号商铺、写字楼A座11楼06-11单元

(0769) 2309 3088

东莞市东城区迎宾路愉景花园御景居101号商铺

(0769) 2309 3188

东莞东风路支行*

东莞市厚街镇东风路汇景楼-盈丰商住中心商铺1010和1011之01

(0769) 2309 3111

佛山分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东路10号承创大厦101室之一及20层

(0757) 8629 222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75号凯德广场01层14/15号

(0757) 8629 6419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桂路明日广场125/126/127/132/133铺

(0757) 8629 6383

佛山禅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17号首层76号

(0757) 8629 6321

顺德容桂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容奇大道中33号泓都名邸102号铺和103号铺

(0757) 8629 6399

佛山三水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张边路9号三水广场三座首层 118-1号商铺

(0757) 8629 6372

广东省惠州市环城西一路18号首层101号单元

(0752) 288 9088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三路17号TCL科技大厦首层01号商铺

(0752) 7120 150

苏州玄妙广场支行
苏州

苏州汇豪国际大厦支行
昆山支行*

杭州

地址

电话

宁波

厦门

厦门滨北支行*
合肥

武汉
武汉中南支行*
南京分行*
南京
南京新街口支行*
无锡分行
无锡
无锡恒隆广场支行*
东莞分行*
东莞

东莞迎宾路支行

佛山南海桂城支行
顺德支行
佛山

惠州支行*
惠州
惠州仲恺支行
河源

河源支行*

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建设大道北边、大同路西边大地广场DE栋101号第1、2层第Z1-03A和Z2-03A号（自编）商铺

(0762) 3277 800

梅州

梅州支行*

梅州市江南沿江西路金沙湾圣廷苑酒店首层1号和5号商铺

(0753) 2108 800

汕尾

汕尾支行*

广东省汕尾市区汕尾大道与香城路交界巴黎半岛酒店（原：永安大厦）首层01号商铺

(0660) 325 5608

汕头

汕头支行*

广东省汕头市金砂路97号君华大酒店首层E1, 3, 4, 5 号商铺

(0754) 8819 0666

揭阳

揭阳支行*

广东省揭阳市东山黄岐山大道以西建阳路以南金城广场商场第一层（原伊丽莎广场）102号商铺

(0663) 807 6818

潮州

潮州支行*

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中段南侧陈中明高楼1层01号商铺

(0768) 3269 100

湛江

湛江支行*

湛江市赤坎区人民大道北41/43号西粤·京基城首期10幢首层03-04号商铺

(0759) 3118 366

江门支行*

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二路28号102丽宫国际酒店首层A1、A2和A6号商铺

(0750) 3265 888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启超大道1号新会碧桂园凤凰酒店首层1、2、3、4号商铺

(0750) 326 5820

江门
江门新会支行

PUBLIC

城市

分支行名称

江门

江门鹤山支行

阳江

地址

电话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广场1007、1008号商铺

(0750) 3265 838

阳江支行*

阳江市江城区体育路179号阳江国贸中心首层103号和104号商铺

(0662) 2822 088

茂名

茂名支行*

广东省茂名市光华南路158号首层01号商铺

(0668) 2977 699

肇庆

肇庆支行*

肇庆市端州四路13号雅图商业城A3、B2首层商铺

(0758) 2109 420

清远

清远支行*

清远市北江一路8号建滔裕花园酒店首层01号商铺

(0763) 363 5080

韶关支行*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北江北路1号财富广场C105号商铺

(0751) 8154 168

韶关曲江支行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矮石路源河汇景首层75-77号商铺

(0751) 8154 068

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88号尚峰金融商务中心2座首层7卡、8卡

(0760) 8998 2000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民安中路163号平谦时尚商务酒店首层01号商铺

(0760) 8998 2066

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地下商场E,F号商铺

(0756) 880 3600

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144号迎宾广场首层123A、125、126、133号商铺

(0756) 8803 638

韶关

中山支行*
中山
中山小榄支行
珠海支行*
珠海
珠海拱北支行
* 该网点提供部分现金服务

[1]北京远大路支行的营业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6点

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