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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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康桥支行 0 36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外高桥支行 0 38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新区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张江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民生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梅花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环龙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真华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场中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奉贤支行 0 38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青浦支行 0 38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虹口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崇明支行 0 30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北京东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陕西南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肇嘉浜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徐汇滨江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万航渡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北工业区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闵行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南方商城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普陀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长寿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嘉定支行 0 38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金山支行 0 20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威宁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黄金城道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杨浦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控江路支行 0 42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九亭支行 0 380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白下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雨花西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鼓楼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大厂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江宁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上元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栖霞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水西门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北京东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大光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营业部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定淮门支行 0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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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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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月牙湖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东苑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洪武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中山北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新民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中央门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龙蟠路支行 0 97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分行营业部 0 2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天宁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钟楼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武进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新区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兰陵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溧阳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金坛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分行营业部 0 20000

江苏省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分行营业部 0 18000

江苏省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玉龙支行 0 14000

江苏省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金盛支行 0 14000

江苏省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科技支行 0 12000

江苏省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人民路支行 0 12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城南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城北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港闸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通州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海门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启东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如皋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如东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海安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分行营业部 0 20000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高港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靖江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泰兴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姜堰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兴化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分行营业部 0 9000

江苏省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沭阳支行 0 8000

江苏省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宿豫支行 0 2000

江苏省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洋河新城支行 0 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城南开发区支行 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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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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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科技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湖滨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鼓楼支行 0 12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解放北路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黄山小区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矿大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堤北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铜山路支行 0 11000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分行营业部 0 14000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东台支行 0 2000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大丰支行 0 2000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建湖支行 0 2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润扬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开发区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竹西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文昌阁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仪征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江都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京口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朱方路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丹徒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丹阳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句容支行 0 10000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扬中支行 0 10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营业部 0 26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吴中支行 0 30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沧浪支行 0 20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

0 24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
行

0 12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相城支行 0 2000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吴江分行 0 24000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营业部 0 30000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河埒口支行 0 14000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扬名支行 0 14000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锡东支行 0 14000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城北支行 0 14000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惠山支行 0 1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0 2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华浙广场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武林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浣纱支行 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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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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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城北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四季青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杭大路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西湖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下沙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文晖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秋涛路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东新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滨江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城西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运河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众安支行 0 2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萧山支行 0 10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萧山文化路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钱塘新区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余杭支行 0 10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余杭良渚支行 0 6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富阳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富阳金桥南路支行 0 2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临安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桐庐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桐庐迎春街支行 0 2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建德支行 0 3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建德新安支行 0 1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淳安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分行营业部 0 1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禾城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开发区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禾兴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南湖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秀洲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宁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平湖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桐乡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嘉善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盐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宁长安支行 0 2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分行营业部 0 26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黄岩支行 0 18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路桥支行 0 18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温岭支行 0 18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临海支行 0 18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玉环支行 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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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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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分行营业部 0 280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永康支行 0 160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东阳支行 0 160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浦江支行 0 120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武义支行 0 10000

浙江省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分行营业部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市中支行 0 3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吴兴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南太湖新区支行 0 3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织里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南浔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长兴支行 0 3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德清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东街支行 0 3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仁皇山支行 0 30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长兴长海路支行 0 1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营业部 0 3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越城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延安路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文锦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城东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袍江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城南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迪荡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营业部 0 3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中国轻纺城北区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中国轻纺城东区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中国轻纺城东升路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中国轻纺城钱清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上虞支行营业部 0 3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上虞曹娥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上虞上街支行 0 2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上虞新街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诸暨支行营业部 0 3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诸暨城东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诸暨店口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诸暨大唐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嵊州支行营业部 0 3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嵊州广通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嵊州越州支行 0 25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新昌支行营业部 0 300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新昌大通支行 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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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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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营业部 0 12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小南路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黎明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瓯海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信河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高新区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南浦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龙湾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开发区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城西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滨江支行 0 4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瑞安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乐清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龙港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永嘉支行 0 8000

浙江省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分行营业部 0 18000

浙江省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江山支行 0 14000

浙江省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浙江省分行 舟山分行 浙江自贸区支行 0 10000

浙江省分行 丽水分行 丽水分行营业部 0 8000

浙江省分行 丽水分行 丽水青田支行 0 4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营业部 0 36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江北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北仑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镇海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新城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余姚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奉化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宁海支行 0 120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象山支行 0 12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合肥寿春支行 0 18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合肥花园街支行 0 20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合肥屯溪路支行 0 18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营业部 0 18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合肥创新大道支行 0 16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巢湖分行 0 140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合肥肥西支行 0 10000

安徽省分行 芜湖分行 芜湖芜宁路支行 0 21000

安徽省分行 芜湖分行 芜湖利民路支行 0 21000

安徽省分行 蚌埠分行 蚌埠禹会支行 0 36000

安徽省分行 淮南分行 淮南朝阳支行 0 16000

安徽省分行 淮南分行 淮南开发区支行 0 16000

安徽省分行 安庆分行 安庆集贤支行 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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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分行营业部 0 22000

安徽省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当涂支行 0 10000

安徽省分行 铜陵分行 铜陵丰收门支行 0 18000

安徽省分行 六安分行 六安磨子潭路支行 0 14000

安徽省分行 六安分行 六安皖西大道支行 0 14000

安徽省分行 滁州分行 滁州分行营业部 0 24000

安徽省分行 宣城分行 宣城敬亭路支行 0 22000

安徽省分行 亳州分行 亳州分行营业部 0 24000

安徽省分行 淮北分行 淮北分行营业部 0 20000

安徽省分行 阜阳分行 阜阳分行营业部 0 24000

安徽省分行 黄山分行 黄山分行营业部 0 14000

安徽省分行 宿州分行 宿州分行营业部 0 26000

安徽省分行 池州分行 池州分行营业部 0 14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营业部 0 10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南门支行 0 8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晋安支行 0 8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华林支行 0 8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仓山支行 0 8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台江支行 0 8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长乐支行 0 4000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州福清支行 0 8000

福建省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分行营业部 0 30000

福建省分行 莆田分行 莆田分行营业部 0 30000

福建省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分行营业部 0 10000

福建省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分行营业部 0 22000

福建省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分行营业部 0 18000

福建省分行 三明分行 三明分行营业部 0 16000

福建省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分行营业部 0 10000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 江头支行 0 26000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 翔安支行 0 20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营业部 0 25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南莲支行 0 20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迎宾支行 0 15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丁公路支行 0 20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滨江支行 0 19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高新科技支行 0 15000

江西省分行 景德镇分行 景德镇南门头支行 0 24000

江西省分行 景德镇分行 景德镇乐平支行 0 10000

江西省分行 抚州分行 抚州分行营业部 0 14000

江西省分行 宜春分行 宜春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江西省分行 萍乡分行 萍乡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江西省分行 吉安分行 吉安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江西省分行 新余分行 新余分行营业部 0 20000

江西省分行 新余分行 新余渝水支行 0 16000

江西省分行 上饶分行 上饶分行营业部 0 14000

江西省分行 九江分行 九江城南支行 0 14000

江西省分行 九江分行 九江浔阳楼支行 0 14000

江西省分行 赣州分行 赣州分行营业部 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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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分行 赣州分行 赣州南康支行 0 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0 3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江岸支行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吉庆街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汉阳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二桥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武昌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积玉桥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花桥支行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解放公园路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东湖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硚口支行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宝丰路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太平洋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江汉支行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武胜支行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青山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武青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水果湖支行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徐东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东西湖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洪山支行 0 20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开发区支行 0 12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自贸区分行 0 12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江夏支行 0 12000

湖北省分行 襄阳分行 襄阳分行营业部 0 34000

湖北省分行 宜昌分行 宜昌分行营业部 0 28000

湖北省分行 宜昌分行 当阳支行 0 10000

湖北省分行 十堰分行 十堰分行营业部 0 22000

湖北省分行 咸宁分行 咸宁分行营业部 0 22000

湖北省分行 荆门分行 荆门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湖北省分行 黄石分行 黄石分行营业部 0 34000

湖北省分行 黄石分行 大冶支行 0 10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0 40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潇湘支行 0 36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银盆南路支行 0 40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经开区支行 0 40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望城支行 0 4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宁乡支行 0 6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浏阳支行 0 6000

湖南省分行 株洲分行 株洲分行营业部 0 26000

湖南省分行 湘潭分行 湘潭分行营业部 2000 19000

湖南省分行 衡阳分行 衡阳分行营业部 0 20000

湖南省分行 邵阳分行 邵阳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湖南省分行 岳阳分行 岳阳分行开发区支行 2000 18000

湖南省分行 永州分行 永州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湖南省分行 郴州分行 郴州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湖南省分行 常德分行 常德分行营业部 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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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分行 益阳分行 益阳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湖南省分行 娄底分行 娄底分行营业部 1000 12000

湖南省分行 怀化分行 怀化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湖南省分行 湘西分行 湘西分行营业部 0 8000

湖南省分行 张家界分行 张家界分行营业部 0 22000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4000 16000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体育中心支行 0 12000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凤凰支行 0 12000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夏湾支行 0 10000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西区支行 2000 1200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社保支行 0 1000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华康支行 0 1000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分行营业部 3400 1460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古镇支行 0 1000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支行 0 1000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南朗支行 0 100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分行营业部 1400 70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禅城支行 0 70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豪苑支行 0 56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南海支行 0 70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大良支行 900 171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乐从支行 500 9500

广东省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南城支行 5600 22400

广东省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东城支行 0 28000

广东省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分行营业部 6000 22000

广东省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龙湖支行 0 22000

广东省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长银支行 0 18000

广东省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分行营业部 2400 21600

广东省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普宁支行 2400 21600

广东省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惠来支行 2000 18000

广东省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分行营业部 2800 25200

广东省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分行营业部 2800 25200

广东省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分行营业部 2800 16800

广东省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开平支行 0 8400

广东省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分行营业部 2800 25200

广东省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分行营业部 5600 22400

广东省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分行大亚湾支行 0 14000

广东省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分行麦地支行 0 140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芳村支行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海珠支行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东瀚园支行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营业部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金迪支行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黄埔支行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高科支行 1600 139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000 90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解放南路支行 1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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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工业大道中支行 1200 108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上渡路支行 1000 90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流花支行 1200 108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永福支行 1000 90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科技园支行 1200 108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新塘支行 1200 108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 1200 108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罗湖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红荔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南山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宝民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盐田支行 0 10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前海分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龙华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福田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龙岗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沙井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罗湖口岸支行 0 10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车公庙支行 0 10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华侨城支行 0 10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科技园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布吉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滨河支行 0 10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华融支行 0 12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坪山支行 0 10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光明支行 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分行营业部 3000 13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三中支行 250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红锋支行 0 6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中山东支行 0 3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高新区支行 2300 107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柳北支行 0 7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西江支行 0 4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石支行 0 4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南站支行 0 35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柳南支行 0 6000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黄村支行 0 3000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瓦平支行 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城中支行 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桂花园支行 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高新支行 200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中山南路支行 200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新城区支行 0 10000

广西区分行 梧州分行 梧州分行营业部 1000 12000

广西区分行 梧州分行 梧州新兴支行 0 5000

广西区分行 梧州分行 梧州恒祥支行 0 5000

广西区分行 梧州分行 梧州新湖支行 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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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分行 北海分行 北海分行营业部 2000 6500

广西区分行 北海分行 北海北京路支行 0 6500

广西区分行 北海分行 北海北部湾东路支行 0 6500

广西区分行 北海分行 北海四川路支行 0 6500

广西区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分行营业部 800 7200

广西区分行 贵港分行 贵港分行营业部 800 7200

广西区分行 玉林分行 玉林分行营业部 800 7200

广西区分行 钦州分行 钦州分行营业部 800 72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东葛西支行 2500 65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嘉园支行 0 8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长湖支行 0 8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人民西支行 0 45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大学路支行 0 6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科园支行 0 6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高新区支行 3000 6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北大支行 0 45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桂雅支行 3000 10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园湖支行 0 3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金湖支行 0 3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金源支行 0 7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凤翔支行 0 4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金康支行 0 5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青秀山支行 0 5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福建园支行 0 5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教育支行 0 5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桃源支行 3000 7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朝阳支行 0 2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南宁友爱支行 1000 2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明秀中支行 1500 165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秀灵支行 0 2000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营业部 6000 8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0 16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口大同支行 0 5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口龙昆南路支行 0 5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口海甸支行 0 5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口海府路支行 0 5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口南海支行 0 5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口世贸支行 0 5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儋州支行 0 4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文昌支行 0 2000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琼海支行 0 2000

海南省分行 三亚分行 三亚分行营业部 0 10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渝中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沙坪坝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南岸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江北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两江新区分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九龙坡支行营业厅 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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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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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高新科技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大渡口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北碚支行营业厅 0 800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营业部 0 28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营业部 0 16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磨子桥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高新区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武侯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金沙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锦江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金牛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龙泉驿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双流分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南阳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新都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温江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都江堰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彭州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郫都支行 0 10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成都青白江支行 0 10000

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分行营业部 0 20000

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分行 贵阳云岩支行 0 10000

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分行 贵阳瑞北支行 0 20000

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分行 贵阳纪念塔支行 0 20000

贵州省分行 遵义分行 遵义分行营业部 0 15000

贵州省分行 遵义分行 遵义分行珠海路支行 0 15000

贵州省分行 黔南分行 黔南分行营业部 0 20000

贵州省分行 黔东南分行 黔东南分行营业部 0 20000

贵州省分行 毕节分行 毕节分行营业部 0 20000

贵州省分行 六盘水分行 六盘水分行营业部 0 20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0 22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西区支行 0 16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北区支行 0 16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五华支行 0 16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高新支行 0 10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呈贡支行 0 4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世纪城支行 0 8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官南支行 0 18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自贸区支行 0 4000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安宁支行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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