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辦網點名稱 網點位址

分行營業部  西城區復興門南大街2號

東鐵匠營分理處  豐台區定安西裡4號樓

永定門分理處  崇文區永定門外大街86號

菜市口支行  宣武區廣安門內大街116號

廣安門支行營業室  西城區西內大街143號一層

門頭溝支行  門頭溝區新橋大街16號

西四支行  西四東大街57號

珠市口營業室  崇文區珠市口東大街北15樓

鼓樓支行  西城區地外大街31號

長安支行營業室  西城區宣內大街乙6號

朝陽支行營業部  朝陽區朝外大街1號

望京支行營業部  朝陽區酒仙橋路甲10號

廣渠路支行  朝陽區廣渠門外大街22號樓西側

八裡莊支行  朝陽區八裡莊西裡100號住邦2000商務樓東裙樓

和平里支行營業室  和平里北街14號

海澱西區支行營業部  北四環西路65號新技術大廈

公主墳支行  海澱區翠微路乙3號

幸福街支行  豐台鎮東幸福街6號

長辛店支行  豐台長辛店大街122號

英藍中心支行  西城區金融街7號

東升路支行  海澱學院路30號方興大廈一層

惠新支行  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匯欣大廈

雲崗支行  豐台雲崗南區西裡2號

東高地網點支行  豐台區南大紅門路11號

管莊支行  朝陽區京通新城A座底商

紫竹院支行  中關村南大街甲10號銀海大廈一層

北太平莊支行  海澱區北太平莊路33號

大興支行營業室  大興區興政街24號

懷柔支行營業部  懷柔商業街23號

密雲支行  密雲縣鼓樓南大街7號

燕莎支行  朝陽區東三環北路天元港中心A座首層

古城分理處  石景山路63號

香河園支行  朝陽區櫻花東街5號

金台路支行  朝陽區小莊6號中國第一商城首層

潘家園支行  朝陽區農光南裡1號樓龍輝大廈

馬甸支行  華嚴北裡1號

良鄉分理處  房山區良鄉西潞北大街32號

中山街網點支行  順義區站前街9號

國貿大廈支行  朝陽區建國路110號

北辰路網點支行  朝陽區安苑路20號世紀興源大廈

石門支行  朝陽區百子灣路16號百子園區會所18號樓202號

複外支行  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A2號

四道口支行  車公莊西路甲19號華通大廈

海澱支行營業部  海澱區中關村東路100號

運河迎賓支行  通州區故城東路56號



東長安街支行  東城區東長安街1號（東方廣場W3座一層）

方莊支行營業部  豐台方莊蒲芳路5號

西客站支行營業部  海澱區蓮花東路39號西金大廈一層

世紀金源支行  藍靛廠東路2號院金源時代商務中心2號樓C座1B1C

新世界支行  崇文區東打磨廠街2號

四元橋支行  朝陽區望京中環南路9號

商務中心區支行營業室  朝陽區建國路110號

東城支行營業室  東城區東四十條24號

天竺網點支行  順義區天竺府前一街39號

回龍觀支行  回龍觀天龍苑25號

中關村支行營業室  海澱區上地資訊路2號

祥普支行  朝陽區朝外大街17號祥業大廈首層

九龍山支行營業室  朝陽區廣渠路甲40號

南禮士路支行營業室  西城區阜外大街8號國潤大廈

戀日嘉園分理處  豐台草橋東路16號樓底商

東方莊支行  豐台區芳城東裡9號樓商業用房首層

公益橋支行  豐台角門路18號未來假日花園物業樓底商

亞運村支行營業部  朝陽區慧忠北裡407號樓

天秀支行  海澱區天秀路10號國際創業園一層

花園東路支行  海澱區花園東路8號

西大望路支行  朝陽區西大望路59院風度柏林社區2-1

岳各莊支行  豐台西四環路西側民岳家園12號院4號樓底商

大鐘寺東路支行  海澱區大鐘寺東路9號

新發地支行  豐台區新發地風格與林苑甲9號樓

勁松三區分理處  朝陽區勁松三區301樓

勁松八區支行  朝陽區勁松南路826樓

龍騰支行  朝陽區南磨房路37號華騰北搪商務中心首層102室

怡海花園支行  豐台橋南怡海花園富潤園6棟101－A

新源裡支行  朝陽區新源裡16號琨莎中心2座101號

中海凱旋支行  西城區太平橋大街96號中海地產大廈首層

搜寶商務中心支行  豐台區南三環西路16號搜寶商務中心

北京和平街支行  朝陽區和平街十區5號

北大地支行  豐台豐台路79號

玉東支行  海澱區復興路40號

知春路支行  海澱區知春路108號

麥子店支行  朝陽區麥子店街41號

西單支行  西單北大街129號工行

新街口支行營業室  西城區西內大街143號二層

甜水園支行  朝陽區六裡屯北裡18樓A座底商

十裡堡支行  朝陽區十裡堡甲3號A座首層

安華橋西支行  北三環中路6號倫洋大廈一層

遠洋風景支行  海澱區德勝門西大街15號

華潤大廈支行  東城區建國門北大街8號

複內支行  西城區複內大街55號

蘇州街支行  海澱區蘇州街18號

廂紅旗支行  廂紅旗甲1號



金融街支行營業室  西城區太平橋大街豐匯時代大廈一層

尚都支行  朝陽區東大橋路8號尚都西塔一層1105號

長河灣支行  海澱區高粱橋斜街59號院2號樓

德勝科技園支行  德外大街甲11號

萬源路支行  大興區舊宮鎮菊源商廈一層

金都杭城支行  朝陽區百子灣西裡102號樓

世紀東方城支行  朝陽區紫南家園108號樓1層

芳群園網點支行  豐台區蒲芳路32號

玉林支行  豐台右安門外大街1號樓底商

洋橋支行  豐台馬家堡東路94號樓

武聖裡支行  朝陽區武聖東裡52號樓

國航大廈支行  朝陽區霄雲路36號國航大廈首層

曙光支行  海澱區彰化路10號

南新園儲蓄所  朝陽區南新園26號樓

國奧村支行  朝陽區林萃東路2號

華貿中心支行  朝陽區建國路77號華貿中心三號樓L135

廣順支行  朝陽區廣順北大街33號院福瑪大廈1號樓1層

紫竹橋支行  海澱區紫竹院路甲1號院人濟山莊

橋南支行  豐台橋南新華街7裡11號樓南側

交大東路支行  海澱區交大東路18號院

新東安支行  東城區王府井大街138號

積水潭支行  新街口外大街18號

牡丹園支行  花園路2號

隆福支行  東城區美術館後街76號工行

二裡莊支行  海澱區志新東路5號

勁松支行  朝陽區華威北裡甲17號

萬年花城支行  豐台區萬年花城萬芳園二區15號1層

豐益橋支行  豐台豐管路16號

四季青支行  西四環北路9號鑫泰大廈

富力城支行  朝陽區東三環中路63號富力廣場商用物業一層146號

復興門支行  西城區金融大街甲29號

雙榆樹西裡支行  海澱區中關村大街42號

馬連窪支行  海澱區馬連窪蘭園社區16號樓一層

萬豐路支行  豐台區萬豐路西局欣園北區5號樓

程莊路支行  豐台程莊南裡1號樓東側一層

北窪路支行  車道溝10號院南

蘇州橋支行  海澱區長春橋路5號

八裡莊北裡支行  朝陽區十裡堡恒泰大廈B座首層

國展支行  朝陽區北三環東路8號靜安中心

翠城支行  朝陽區金蟬南裡14號樓底商7、8、9號

中關村南路支行  海澱區中關村南大街18號

高碑店支行  朝陽區高碑店北路5號

清澄名苑支行  大興區富強路121號

玉橋支行  通州區梨園北街67號

酈城支行  海澱區西三環北路71號

世紀城支行  板井路77號



學院南路支行  海澱區學院南路39號

花園橋支行  海澱區西三環北路89號

半島國際支行  朝陽區夏家園12號樓地上一層

青年路支行  朝陽區青年路西裡5號院2號樓首層

安慧網點支行  朝陽區安慧北裡秀園15號海亞大廈一層

東花市支行  東城區北花市大街8號工商銀行

北七家支行  昌平區北七家鎮立湯路58號1幢1層

萬柳支行  海澱萬柳星標家園11號樓商業1號

科技園支行  豐台科學城海鷹路5號

宣武門支行  西城區宣武門外大街甲1號一層工商銀行

開發區支行營業室  經濟技術開發區榮昌東街7號隆盛大廈

麗澤支行  豐台麗澤雅園附屬商業樓底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