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辦網點名稱 網點位址

解放路支行營業廳 鄭州市解放路27號

二裡崗營業大廳 鄭州市管城回族區隴海東路301號

建設路支行大廳 鄭州市中原區建設西路110號

花園路支行大廳 鄭州市緯五路8號

金水支行 鄭州市南陽路324號

商都路支行營業大廳 鄭州市二七區建設路43號

鐵路支行營業大廳 鄭州市隴海中路33號

興華南街支行 鄭州市興華南街27號

桐柏路支行 鄭州市中原區煤倉街7號

隴海路支行大廳 鄭州市中原區隴海西路81號

南陽路支行大廳 鄭州市南陽路128號

鄭花支行理財中心 鄭州市花園北路139號融元廣場

上街支行大廳 鄭州市上街區濟源路72號

鄭州營業中心 鄭州市金水路219號盛潤白宮一樓

黃金大廈支行 鄭州市金水區文化路15號（黃金大廈）

未來支行 鄭州市未來大道69號未來大廈東配樓一樓

鞏義支行大廳 鄭州市鞏義市人民路113號

新鄭支行 鄭州市新鄭市新華路98號

新密支行大廳 鄭州市新密市西大街27號

濟源分行營業部 鄭州市濟源市宣化東街131號

登封支行 鄭州市登封市中嶽大街208號

二七路支行大廳 鄭州市金水區二七路98號

滎陽支行大廳 鄭州市滎陽索河西路005號

行政區支行 鄭州市緯五路14號金融廣場A座

紫荊支行 鄭州市金水東路270號

財富廣場支行 鄭州市經三北路32號財富廣場3號樓

花園路三八支行 鄭州市花園路14號附1號

經濟開發區支行 鄭州市航海東路1346號（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安大廈一層）

軍區支行 鄭州市紅七路與緯一路交叉口

科學大道支行 鄭州市高新區科學大道81號

西三馬路支行 鄭州市西三馬路世貿商場東北角

商鼎路支行 鄭州市鄭東新區商鼎路與百福街交叉口西北角

國基路支行 鄭州市國基路陳砦村3號樓

索淩路支行 鄭州市索淩路與北環路交叉口北

投資大廈支行 鄭州市農業路東41號

建文支行 鄭州市黃河路26號

新密平安支行 鄭州新密市西大街與平安路交叉口東北角

航海路支行 鄭州市航海東路與未來路交叉口西南角（啟航大廈一層）

卡薩大廈支行 鄭州市經三路農科路口

長江路支行 鄭州市長江路與大學路交叉口西北角

黃委會支行 鄭州市紫荊山路與順城街交叉口

嵩山南路分理處 鄭州市嵩山南路13號

東韓支行 鄭州市經二路與黃河路交叉口

南關支行 開封市中山路南段314號

城東支行 開封市新宋路96號



鼓樓街支行 開封市鼓樓街16號

金明池支行 開封市金明大道與晉安路交叉口西南角

東大街支行 開封市西大街118號

金地支行 開封市鼓樓區丁角街88號

中山支行 開封市中山路中段49號

新區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金穗大道153號

牧野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學院路牧北社區9號樓工商銀行

鳳泉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鳳泉區寶山路21號

平原路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平原路90號

解放路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解放大道（中）208號

北幹道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宏力大道（中）339號

榮校路支行 新鄉市榮校路11號

輝縣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輝縣市城北街13號

獲嘉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獲嘉縣凱旋路南段

衛輝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衛輝市比干大道中段

長垣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長垣縣建設路111號

伊川人民路支行 新鄉市向陽路與新飛大道交叉路口東南角

新鄉支行營業部 新鄉縣小冀鎮青年路中段

三八支行營業部 新鄉市健康路3號

關林支行 洛陽市洛龍區關林南街51號

洛陽分行貴賓理財中心 洛陽市西工區中州中路230號

王城支行 洛陽市西工區王城路副38號

華山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澗西區長安路5號23棟

澗西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澗西區天津路12號

開發區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三山路八號

西工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西工區中州中路497號

老城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西工區中州中路50號

廛河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西工區中州東路4號

伊川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伊川縣杜康大道北段322號

洛南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洛龍區關林鎮展覽路1號

嵩縣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嵩縣白雲大道與永安街交叉口

欒川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欒川縣城興華中路027號

吉利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吉利區大慶路

偃師支行營業部 洛陽市偃師市華夏路18號

南山支行 洛陽市澗西區麗春西路中泰世紀花城

武漢路支行 洛陽市澗西區武漢路58號

洛陽牡丹支行 洛陽市澗西區太原路與西苑路交叉口友誼賓館一樓

伊川人民路支行 洛陽市伊川縣人民路中段33號

創展貴都財富支行 洛陽市南昌路85號創展國際貴都大廈一樓

車站支行 安陽市迎賓路6號

南大街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南環城中段

梅園莊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鋼花路南段路東

鐵西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中州路南段

水冶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輔岩路67號

迎賓支行 安陽市文峰大道中段

林州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菜園區人民街東段



湯陰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湯陰縣人民路西段

滑縣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滑縣道口鎮廣場路1號

內黃支行營業部 安陽市縣城朝陽路173號

牡丹支行 安陽市永明路15號

海河大道支行 安陽市開發區銀杏大街

分行營業部 平頂山市礦工中路南37號

火車站支行 平頂山市南環路與開源路交叉口

建設東路支行 平頂山市建設東路

建設西路支行 平頂山市建設路與光明路交叉口

華鷹支行 平頂山市中興北路

礦區支行 平頂山市礦工路與體育路交叉口

開源中路支行 平頂山市開源中路東七號

寶豐支行 平頂山市寶豐縣人民路

魯山支行 平頂山市魯山縣人民路

舞鋼支行 平頂山市舞鋼埡口

葉縣支行 平頂山市葉縣東大街與新建路交叉口

汝州支行 平頂山市汝州風穴路

舞鋼支行寺坡分理處 平頂山市舞鋼寺坡

姚孟支行 平頂山市姚電大道西

汝州支行丹陽分理處 平頂山市汝州丹陽中路

先鋒路支行 平頂山市礦工路與東環路交叉口

新新街支行 平頂山市新新街

分行營業部 許昌市七一路88號

天平街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天平街62號工行天平街支行

南關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南關大街11號工行南關支行

五一路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許繼大道工行五一路支行

禹州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禹州建設路工行禹州支行

長葛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長葛建設路工行長葛支行

襄縣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襄城迎賓路89號工行襄縣支行

鄢陵支行營業室 許昌市鄢陵建新街路南工行鄢陵支行

禹州支行城關分理處 許昌市禹州南大街工行禹州城關分理處

分行營業部 焦作市焦東中路23號工行焦作分行營業部

解放路支行營業部 焦作市解放中路257號

民主路支行營業部 焦作市解放中路132號工行民主路支行

民主南路支行營業部 焦作市民主南路7號工行民主南路支行

孟州支行營業部 孟州市韓愈大街中段工行孟州支行

長風路支行 鶴壁市山城區長風路中段

淇濱支行 鶴壁市淇濱區淇濱大道144號

人民路支行 漯河市五一路377號工商銀行

黃河路支行 漯河市黃河路692號

建設路支行營業室 濮陽市建設路16號

中原油田支行 濮陽市華龍區大慶路423號

濮東支行 濮陽市柳屯鎮柳下路北段

湖濱支行營業部 三門峽市黃河路中段湖濱支行營業部

陝縣支行營業部 三門峽市陝縣神泉路西段工行營業部

靈寶支行營業部 三門峽市靈寶金城大道20號工行營業部



義馬支行營業部 三門峽市義馬市工行營業部

崤山路支行營業部 三門峽市崤山路中段40號工行崤山路支行

靈寶老城二級支行 三門峽市靈寶市工行老城支行

臥龍支行 南陽市新華西路193號

宛城支行 南陽市新華西路160號

鎮平支行 南陽市鎮平縣雪楓西路124號

淅川工行 南陽市淅川縣城人民路77號

南召支行 南陽市南召縣人民路311號

油田支行 南陽市油田大慶路中段油田支行

行政支行 南陽市工業路124號

大慶路支行 南陽市油田大慶路中段大慶路支行

棉紡支行 南陽市長江路與南新路交叉口

樂山路支行 駐馬店市樂山路與中華路交叉口

分行營業部 駐馬店市解放路東段

上蔡支行 駐馬店市上蔡縣蔡都鎮白雲大道368號工行大廈

雪松路支行 駐馬店市雪松路78號

平輿支行 駐馬店市平輿縣古槐鎮解放街

文化路支行營業大廳 商丘市文化東路569號

向陽路支行營業室 商丘市向陽路76號

東城支行 周口市大慶路南段1號

分行營業部 信陽市四一路41號

潢川支行 信陽市潢川縣城關躍進東路工行大廈

淮濱支行 信陽淮濱縣北城開發區烏龍大道

商城支行 信陽商城縣城關鎮赤城路中段9號

固始支行 信陽固始縣迎賓路2號

體彩廣場支行 信陽市北京南路體彩廣場財富大廈

中山路支行 信陽市東方紅大道20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