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储银行第一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河北省分行 张家口市分行 康保县支行 0 12700 

河北省分行 张家口市分行 沽源县支行 0 12700 

河北省分行 张家口市分行 尚义县支行 0 12700 

山西省分行 太原市分行 阳曲县支行 0 22000 

山西省分行 太原市分行 娄烦县支行 0 12000 

山西省分行 大同市分行 天镇县支行 0 20000 

山西省分行 长治市分行 平顺县支行 0 14000 

山西省分行 长治市分行 沁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忻州市分行 静乐县支行 0 8000 

山西省分行 忻州市分行 神池县支行 0 8000 

山西省分行 忻州市分行 偏关县支行 0 8000 

山西省分行 吕梁市分行 石楼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吕梁市分行 方山县支行 0 12000 

山西省分行 吕梁市分行 岚县支行 0 12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浮山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大宁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隰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永和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汾西县支行 0 10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古县支行 0 11000 

山西省分行 临汾市分行 吉县支行 0 11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呼和浩特市分行 清水河县城关镇永安西街营业所 0 48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呼伦贝尔市分行 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路营业所 0 16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呼伦贝尔市分行 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路支行 0 8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呼伦贝尔市分行 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大街营业所 0 8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通辽市分行 科尔沁左翼中旗孝庄文大街支行 0 25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通辽市分行 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大街营业所 0 25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通辽市分行 库伦旗北山支行 0 12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通辽市分行 库伦旗哈达图街营业所 0 12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苏尼特左旗满达拉街营业所 0 14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西街营业所 0 16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乌兰察布市分行 化德县长顺街营业所 0 12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乌兰察布市分行 化德县知青路营业所 0 10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乌兰察布市分行 化德县金三角营业所 0 10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鄂尔多斯市分行 鄂托克前旗苏力迪支行 0 10000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鄂尔多斯市分行 鄂托克前旗陶伦北路营业所 0 10000 

辽宁省分行 抚顺市分行 抚顺县塔峪支行 0 40000 

辽宁省分行 抚顺市分行 新宾满族自治县启运路支行 0 40000 

辽宁省分行 朝阳市分行 朝阳县支行 0 20000 

青海省分行 大通支行 湟源县支行 0 30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东市支行 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营业所 0 4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东市支行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支行 0 8000 

青海省分行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支行 乌兰县东大街营业所 0 4000 

青海省分行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支行 都兰县支行 0 4000 

青海省分行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支行 茫崖行委前进路营业所 0 2000 

青海省分行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支行 天峻县支行 0 2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支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支行 0 16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支行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支行 0 12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支行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支行 0 4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支行 海晏县和平路营业所 0 4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支行 刚察县西大街营业所 0 4000 

青海省分行 黄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黄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0 16000 

青海省分行 黄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尖扎县营业所 0 8000 

青海省分行 黄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泽库县营业所 0 8000 

青海省分行 黄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河南县营业所 0 8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0 15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班玛县营业所 0 35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甘德县营业所 0 25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达日县营业所 0 3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久治县营业所 0 35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支行 玛多县营业所 0 25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0 25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杂多县营业所 0 1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称多县营业所 0 1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治多县营业所 0 1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囊谦县营业所 0 1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支行 曲麻莱县营业所 0 1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0 16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同德县支行 0 6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贵德县支行 0 6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兴海县支行 0 6000 

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 贵南县支行 0 6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吴忠市分行 吴忠市红寺堡区支行 0 2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中卫市分行 海原县支行 0 2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固原市分行 隆德县支行 0 68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固原市分行 泾源县支行 0 18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固原市分行 彭阳县支行 0 6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乌鲁木齐市分行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营业所 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吉木萨尔县支行 0 6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支行 0 5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 昭苏县支行 0 6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 尼勒克县支行 0 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塔城地区分行 托里县支行 0 8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塔城地区分行 裕民县支行 0 8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塔城地区分行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支行 0 8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阿勒泰地区分行 青河县文化南路营业所 0 6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阿勒泰地区分行 吉木乃县支行 0 6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行 温泉县支行 0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行 双河市塔斯尔海营业所 0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若羌县支行 0 5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且末县埃塔南路营业所 0 5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博湖县支行 0 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哈密市分行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支行 0 1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哈密市分行 伊吾县支行 0 8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喀什地区分行 岳普湖县艾吾再力库木东路营业所 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喀什地区分行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红其拉甫路营业所 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分行 阿合奇县南大街营业所 0 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分行 乌恰县支行 0 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阿克苏地区分行 乌什县支行 0 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阿克苏地区分行 柯坪县团结路营业所 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和田地区分行 皮山县固玛南路营业所 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和田地区分行 策勒县色日克街东路营业所 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和田地区分行 于田县玉城西路营业所 0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和田地区分行 民丰县索达东路营业所 0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