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南礼士路百万庄东口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南礼士路真武庙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南礼士路阜成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南礼士路融城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密云区 密云支行营业部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和平里北三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和平里中石化小营大厦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和平里地坛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门头沟区 门头沟龙泉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广安门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广安门樱桃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广安门天宁寺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西门外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牛栏山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新城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顺义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方庄南苑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方庄东高地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方庄十里河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方庄支行营业部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方庄芳群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金融街复兴门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金融街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幸福街支行 4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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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长辛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云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恋日嘉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公益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桥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槐树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万丰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丰益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亚运村北辰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亚运村中航油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亚运村奥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亚运村惠新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房山加州水郡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房山城关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房山燕山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房山二六六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房山良乡分理处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宣武菜市口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宣武门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自贸试验区天宝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自贸试验区北环西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自贸试验区十八里店南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北太平庄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科学院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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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知春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今典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双榆树西里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学院南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东城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东城东四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东城北新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东城安定门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延庆区 延庆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九龙山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九龙山潘家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九龙山西大望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九龙山世东国际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地安门鼓楼外大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地安门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西客站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西客站白云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西客站太平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西客站马连道茶城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珠市口大栅栏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珠市口天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平谷区 平谷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昌平回龙观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昌平城关支行 40,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昌平天通苑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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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王府井北京站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王府井禄米仓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王府井东四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王府井新东安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国防大学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马连洼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万柳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曙光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花园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北洼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海淀西区世纪城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石景山区 石景山政达路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石景山区 石景山古城东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石景山区 石景山金顶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石景山区 石景山苹果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石景山区 石景山远洋山水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崇文左安门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崇文东花市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崇文新世界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崇文广渠门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公主坟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玉东支行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西四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复兴路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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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万寿路南口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增光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翠微路玉海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八里庄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管庄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新源里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甜水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十里堡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东苇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青年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现代城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建外大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首都机场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香河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四元桥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京奥嘉园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南十里居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望京京城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新华分理处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永顺潞苑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张家湾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九棵树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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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运河迎宾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玉桥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通朝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大兴兴丰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大兴丽园路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大兴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大兴兴宜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大兴永大路支行 2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关村东升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关村清河镇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关村成府路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关村上地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关村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中关村永丰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新街口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新街口西直门内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新街口地安门西大街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新街口西四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长安支行营业室 44,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长安和平门内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长安灵境支行 32,000 0 

北京市 北京市 怀柔区 怀柔雁栖支行 44,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宝坻区 天津宝坻支行营业室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宝坻区 天津宝盛支行 2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天保支行 3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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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宏达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北辰区 天津京津路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北辰区 天津兰禾支行 2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北站支行营业室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王串场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迎宾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东丽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东丽区 天津程林支行 34,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北宁湾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陈塘庄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北大资源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国信支行营业室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士英路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锦州道支行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金街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河北支行营业室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中山路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十一经路支行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富民路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佟楼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围堤道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红旗路支行营业室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西苑支行 20,000 0 

第 7 页



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天津市 天津市 红桥区 天津大丰路支行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北马路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蓟州区 天津蓟州支行营业室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蓟州区 天津山湖郡支行 2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津南区 天津咸水沽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津南区 天津双港支行 2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西青开发区支行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友谊路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区 天津静海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区 天津大邱庄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第一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盛星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空港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东丽区 天津华明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西南角支行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西广开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宁河区 天津宁河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寨上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唐家口支行营业室 34,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泰兴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武清区 天津武清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武清区 天津泉发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津青支行 32,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瑞欣广场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红桥区 天津新村支行营业室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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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天津市 天津市 红桥区 天津河北大街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西康路支行 34,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马场道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白堤路支行 34,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南门外支行 20,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新华路支行 36,000 0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天津杭州道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呼和浩特满都拉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呼和浩特大南街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金色华府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呼和浩特钢铁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东门外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呼和佳地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嘉林小区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呼哈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军区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如意河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盛乐经济园区 呼和浩特盛乐经济园区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呼和浩特五塔寺东街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呼和浩特石羊桥东路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土左旗 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支行营业室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 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 呼和浩特武川支行营业室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金桥支行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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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锡林南路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新城东街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新城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车站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呼和浩特大北街支行营业室 2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赛罕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呼和浩特锡林北路支行营业室 3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明珠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东路伟业大厦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创业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如意西街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呼和浩特九久街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麻花板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上东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海拉尔东路第二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金丰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呼和浩特县府街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乌兰察布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财富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兴安北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昭乌达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海拉尔东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敕勒川大街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桥华世纪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呼和浩特新建东街支行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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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呼和浩特明泽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东环支行 3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呼和浩特金丰路第二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金川开发区 呼和浩特金川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呼和浩特海拉尔西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呼和浩特北环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东河区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高新区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青山区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昆区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包钢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建华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九原区 包头九原区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滨河支行营业室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白云鄂博矿区 包头白云区支行营业室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包头土右支行营业室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固阳县 包头固阳支行营业室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银河广场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林荫路支行营业室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天疆骊城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铝厂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青山赛汗塔拉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石拐区 包头喜桂图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包头百灵庙支行 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团结大街中段支行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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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工业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兵工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阿尔丁大街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居然新城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稀土大厦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富强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超越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站北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和平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翡麗湾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阳光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保利花园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迎宾小区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民主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现代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保利百合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大连新型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东亚世纪城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民族西路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九原区 包头富力城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团结大街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意城晶华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广鑫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南排道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江南文枢苑支行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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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乐园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白云综合市场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华丽家族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龙园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昆都仑区 包头汇源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九原区 包头富丽佳园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青山区 包头呼得木林支行 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南区 乌海海南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乌达区 乌海乌达支行营业室 4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海勃湾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车站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千里山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汽车城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海拉路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黄河街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和平东街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海勃湾 乌海食品中心支行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 滨河区 乌海滨河支行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红山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火花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东城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松山区 赤峰松山支行营业室 4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松山区 赤峰王府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松山区 赤峰昭乌达支行营业室 4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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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新城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广场支行营业室 4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园林路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桥北支行营业室 3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赤峰松州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元宝山区 赤峰兴元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 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支行 3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巴林左旗 赤峰巴林左旗支行 39,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 赤峰克什克腾旗支行营业室 3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巴林右旗 赤峰巴林右旗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林西县 赤峰林西支行营业室 6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翁牛特旗 赤峰翁牛特旗支行营业室 6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翁牛特旗 翁牛特旗乌丹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喀喇沁旗 赤峰喀喇沁旗支行营业室 4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喀喇沁旗 喀喇沁旗锦山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元宝山区 赤峰平庄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元宝山区 赤峰天山路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敖汉旗 赤峰敖汉支行营业室 6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敖汉旗 敖汉旗南街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宁城县 赤峰宁城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宁城县 宁城天义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扎赉诺尔区 满洲里扎赉诺尔支行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兴华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分行营业部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尚都支行 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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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合作区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现代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南区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扎赉诺尔区 满洲里榕欣广场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河东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支行营业室 3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铁道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 扎兰屯支行营业室 5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 牙克石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根河区 根河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阿里河 鄂伦春自治旗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 额尔古纳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鄂温克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中央街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 牙克石兴安西街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 阿荣旗支行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旗 陈巴尔虎旗支行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雁中区 牙克石大雁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新园区 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新城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河西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安居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分行营业室 8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乌兰浩特支行 8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突泉县 兴安盟突泉支行营业部 7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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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扎赉特旗 兴安盟扎赉特旗支行营业室 7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乌兰浩特兴安南路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阿尔山市 兴安盟阿尔山支行营业部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科右中旗 兴安盟科右中旗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乌兰浩特红城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乌兰浩特新桥中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乌兰浩特和平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科右前旗 兴安盟科右前旗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交通路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开鲁县 开鲁支行营业部 8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霍林郭勒市 霍林郭勒支行营业部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6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明仁支行营业室 7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永清大街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扎鲁特旗 通辽扎鲁特旗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奈曼旗 通辽奈曼旗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左后旗 通辽科左后旗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东城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中心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胜利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辽市府西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西拉木伦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建国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铁南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新华支行 23,000 0 

第 16 页



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钱隆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平安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阿巴嗄旗 阿巴嘎旗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二连浩特市 二连浩特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二连浩特市 二连浩特恐龙大街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右旗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右旗朱日和支行 0 20,00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镶黄旗 镶黄旗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太仆寺旗 太仆寺旗支行 24,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 正蓝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 多伦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 西乌珠穆沁旗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振兴支行 1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分行营业部 1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那达慕东街支行 23,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宝石根街支行 1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团结大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锡林东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二中支行 1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那达慕西街支行 1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东乌珠穆沁旗 东乌珠穆沁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乌拉盖管理区 乌拉盖管理区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卓资县 乌兰察布卓资支行营业室 4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丰镇市 乌兰察布丰镇支行营业室 4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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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 乌兰察布凉城支行营业室 5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察右前旗 乌兰察布前旗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察右后旗 乌兰察布后旗支行营业室 4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四子王旗支行营业室 4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民建路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察右中旗 乌兰察布中旗科布尔支行 4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广场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商都县 乌兰察布商都支行 4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工业区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水语山城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兴和县 乌兰察布兴和支行 46,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集宁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怀远南街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建设街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光明街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乌兰察布瑞宁名苑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丰镇市 乌兰察布丰镇城隍庙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丰镇市 乌兰察布丰镇新丰大街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卓资县 乌兰察布卓资支行人民路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察右后旗 乌兰察布后旗广场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四子王旗西街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东胜支行营业室 2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东绒支行营业室 2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 鄂尔多斯东颐支行 17,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 鄂尔多斯康巴什支行 6,7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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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猛格支行 6,75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锦绣苑支行 1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金珠支行 14,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阿拉腾支行 6,75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伊煤路支行 6,75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西街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伊西街支行 1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支行 14,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东胜煤田矿区支行 1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尔多斯鄂托克支行营业部 1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尔多斯鄂托克棋盘井支行 2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鄂尔多斯乌审支行 18,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鄂尔多斯达拉特支行 22,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准格尔支行营业室 2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 鄂尔多斯杭锦支行 21,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准煤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临河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车站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新华西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文博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新区支行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胜利南路支行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团结南路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胜利路支行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巴彦淖尔新华街支行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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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磴口县 巴彦淖尔磴口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磴口县 巴彦淖尔磴口东风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南马路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巴彦淖尔五原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巴彦淖尔五原西街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乌拉山支行 2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 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 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支行 5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城西支行营业室 5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盟阿右旗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新城支行营业室 55,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新浩特支行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乌斯太开发区支行 40,000 0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东城财富广场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新民市 沈阳新民支行营业室 30,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辽中区 沈阳辽中支行营业室 30,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苏家屯区 沈阳苏家屯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苏家屯区 沈阳临湖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北新区 沈阳沈北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北新区 沈阳虎石台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法库县 沈阳法库支行营业室 30,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康平县 沈阳康平支行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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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沈阳市 浑南区 沈阳浑南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浑南区 沈阳奥体中心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南塔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浑南区 沈阳河畔新城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南站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北市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中山广场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和平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御长白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和平广场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胜利大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中海龙湾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市府大路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新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和平区 沈阳铁路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沈河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小西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大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 沈阳大西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大东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吉祥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大北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文官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东望街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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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沈阳八王寺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皇姑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龙江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昆山西路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崇山东路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小白楼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黄河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工人村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于洪区 沈阳于洪新城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艳粉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建设大路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御景庭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北三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九路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铁西区 沈阳景星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于洪区 沈阳于洪支行营业室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于洪区 沈阳于洪陵北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皇姑区 沈阳于洪万科紫台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于洪区 沈阳于洪万科香湖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沈阳市 于洪区 沈阳于洪春天支行 32,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台安县 鞍山台安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岫岩县 鞍山岫岩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鞍山建鞍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鞍山铁东支行营业部 6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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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鞍山市 铁西区 鞍山铁西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立山区 鞍山立山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鞍山鞍钢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千山区 鞍山千山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铁东区 鞍山广场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鞍山市 海城市 鞍山海城支行营业部 67,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望化区 抚顺望花支行营业室 85,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经济开发区 抚顺沈抚支行营业室 8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东洲区 抚顺章党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顺城区 抚顺河北支行营业室 85,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新抚区 抚顺新抚支行 6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新抚区 抚顺露天支行营业室 6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清原县 抚顺清原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新抚区 抚顺浑河路支行营业室 6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望花区 抚顺工农支行 3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东洲区 抚顺东洲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抚顺市 顺城区 抚顺银河湾支行 30,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明山区 本溪明山支行 70,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平山区 本溪解放路支行 72,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明山区 本溪北地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县 本溪本溪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明山区 本溪兴北支行 62,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平山区 本溪前进支行 62,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明山区 本溪地工路支行 62,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溪湖区 本溪彩屯支行 6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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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本溪市 桓仁县 本溪桓仁西关支行 35,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桓仁县 本溪桓仁支行营业室 35,000 0 

辽宁省 本溪市 平山区 本溪本钢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元宝区 丹东元宝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丹东振兴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丹东人民广场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丹东永昌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丹东锦山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东港县 丹东东港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凤城县 丹东凤城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宽甸县 丹东宽甸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元宝区 丹东聚宝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元宝区 丹东解放支行 31,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安区 丹东鸭绿江支行 31,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丹东福春支行 34,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 丹东青年大街支行 31,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东港县 丹东东港前阳支行 31,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凤城县 丹东凤凰支行 31,000 0 

辽宁省 丹东市 宽甸县 丹东宽甸太平哨发电厂支行 31,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太和区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35,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凌河区 锦州古塔支行营业部 65,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古塔区 锦州古塔中央大街支行 45,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凌河区 锦州凌河支行营业部 65,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凌河区 锦州凌河铁路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古塔区 锦州城内支行营业部 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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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锦州市 古塔区 锦州城内重庆路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太和区 锦州桥西支行营业部 5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凌海市 锦州凌海支行营业部 5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义县 锦州义县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北镇市 锦州北镇支行营业部 5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北镇市 锦州北镇沟帮子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黑山县 锦州黑山支行营业部 5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黑山县 锦州黑山大虎山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锦州市 太和区 锦州松山支行营业部 5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站前区 营口站前支行营业室 8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站前区 营口新华支行营业室 6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西市区 营口金牛山支行营业室 10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鲅鱼圈区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8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大石桥市 营口大石桥支行营业部 10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站前区 营口兴汇支行营业室 6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老边区 营口营东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鲅鱼圈区 营口熊岳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营口市 盖州市 营口盖州支行营业部 10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海州区 阜新海州支行营业部 8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太平区 阜新太平支行营业部 6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海州区 阜新平安支行 6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清河门区 阜新清河门支行营业部 6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海州区 阜新阜矿支行 6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阜蒙县 阜新阜蒙支行营业部 8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彰武县 阜新彰武支行营业部 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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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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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预约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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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阜新市 海州区 阜新建新支行 3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细河区 阜新中兴支行营业部 30,000 0 

辽宁省 阜新市 细河区 阜新银鹰支行 4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白塔区 辽阳泰兴支行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宏伟区 辽阳辽化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白塔区 辽阳武圣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白塔区 辽阳站前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辽阳县 辽阳辽阳县支行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弓长岭区 辽阳弓长岭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灯塔市 辽阳灯塔支行营业部 70,000 0 

辽宁省 辽阳市 白塔区 辽阳融兴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银州区 铁岭银州支行营业室 95,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银州区 铁岭龙兴支行营业室 95,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调兵山市 铁岭调兵山支行营业室 80,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清河区 铁岭清河支行营业室 60,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开原市 铁岭开原支行营业室 85,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昌图县 铁岭昌图支行营业室 85,000 0 

辽宁省 铁岭市 西丰县 铁岭西丰支行营业室 6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双塔区 朝阳新华支行营业室 9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双塔区 朝阳燕都支行营业室 9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双塔区 朝阳龙城支行营业室 8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北票市 朝阳北票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凌源市 朝阳凌源支行营业室 9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喀左县 朝阳喀左支行营业室 70,000 0 

辽宁省 朝阳市 建平县 朝阳建平支行营业室 7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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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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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辽河油田支行营业室 47,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曙光支行营业室 46,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双台子区 盘锦双台子支行营业室 46,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双台子区 盘锦天河支行 44,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兴隆台支行营业室 46,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大洼区 盘锦大洼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渤海支行营业室 47,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盘隆支行营业室 46,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城建支行 46,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大洼区 盘锦汇美支行 44,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双台子区 盘锦盘山新城支行 52,000 0 

辽宁省 盘锦市 兴隆台区 盘锦惠宾街支行 44,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连山区 葫芦岛连山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连山区 葫芦岛东城支行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南票区 葫芦岛南票支行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连山区 葫芦岛滨海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连山区 葫芦岛新华大街支行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龙港区 葫芦岛兴工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龙港区 葫芦岛龙港支行 50,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兴城市 葫芦岛兴城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兴城市 葫芦岛兴城市兴海支行 50,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绥中县 葫芦岛绥中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建昌县 葫芦岛建昌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龙港区 葫芦岛龙湾大街支行营业室 52,000 0 

辽宁省 葫芦岛市 龙港区 葫芦岛银兴支行 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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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中山广场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鲁迅路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南山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青泥洼桥支行营业部 48,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昆明街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小龙街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西岗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永革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奥林匹克广场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沙河口支行营业部 48,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五一路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锦绣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和平广场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新天地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甘井子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南关岭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周水子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泉水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旅顺口区 大连旅顺口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旅顺口区 大连横山街支行 22,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旅顺口区 大连水师营支行 22,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大连金州支行营业部 48,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大连金湾路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金州区 大连连大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普兰店区 大连普兰店支行营业部 4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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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辽宁省 大连市 金普新区 大连炮台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普兰店区 大连普兰店同仁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普兰店区 大连普兰店皮口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瓦房店 大连瓦房店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瓦房店 大连瓦房店红旗路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瓦房店 大连瓦房店岭东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庄河 大连庄河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庄河 大连庄河岭前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庄河 大连庄河新开路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连红海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连金马路支行 24,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高新园区支行营业部 48,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高新园区 大连凌水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学苑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二七广场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虎滩新区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寺儿沟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甘井子新区支行营业部 3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贤林园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马栏广场支行 3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沙河口区 大连春柳支行营业部 4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甘井子区 大连金三角支行 2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长兴岛经济区 大连长兴岛支行营业部 30,000 0 

辽宁省 大连市 中山区 大连友好广场支行营业部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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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自由大路支行营业部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宽平大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三八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大经路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铁北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宽府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兴城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朝阳桥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南广场支行营业部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宋家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泰东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建设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驻一汽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迎宾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人民广场支行营业部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丙九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高新区 长春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高新区 长春超凡大街支行 3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卫星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南大街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远达大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经济开发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珠海路支行 3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春城大街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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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绿园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西安桥外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康平街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净月经济开发区 长春福祉大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净月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东盛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荣光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迎春路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五站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双阳区 长春双阳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双阳区 长春苏瓦延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九台区 长春九台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九台区 长春九台双福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南岭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凯旋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金程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胡兰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二道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二道梧桐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东岭南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二道区 长春东环城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净月经济开发区 长春南三环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东繁荣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明斯克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二0八医院支行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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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长春市 九台区 九台大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同志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花园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宽城区 长春华阳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全安广场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仙台大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文化广场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吉安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景阳大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南关区 长春金宇大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长春前进大街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环城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绿园区 长春长沈路支行 3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榆树市 长春榆树支行营业室 10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榆树市 长春榆树工农大街支行 6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榆树市 长春榆树华昌路支行 6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农安县 长春农安支行营业室 10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农安县 长春农安兴盛支行 6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农安县 长春农安合隆支行 62,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德惠市 长春德惠支行营业室 124,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德惠市 长春德惠迎新街支行 100,000 0 

吉林省 长春市 公主岭市 公主岭支行营业部 38,0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昌邑区 吉林市昌邑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船营区 吉林市大东门支行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船营区 吉林市北大街支行营业部 22,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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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吉林市 昌邑区 吉林市哈达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船营区 吉林市临江门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龙潭区 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昌邑区 吉林市延安路储蓄所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高新区 吉林市高新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永吉县 吉林市口前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磐石市 磐石支行营业部 22,0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桦甸市 桦甸支行营业部 22,0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蛟河市 蛟河新区支行 22,000 0 

吉林省 吉林市 舒兰市 舒兰支行营业部 22,2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东区 四平东路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东区 四平平东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西区 四平西路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西区 四平英城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西区 四平鼎晟支行 20,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西区 四平兴平支行 20,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铁东区 四平七马路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梨树县 四平梨树支行营业部 38,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伊通满族自治县 四平伊通满族自治县支行营业部 38,000 0 

吉林省 四平市 双辽市 四平双辽支行营业部 38,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扶余县 扶余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集成支行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乾安县 乾安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前郭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长山支行 18,000 0 

第 33 页



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松原市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郭尔罗斯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新城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宁江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长岭县 松原长岭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油田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江北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开发区 松原开发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江南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松原分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源江路支行 18,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锦江路支行 16,000 0 

吉林省 松原市 宁江区 青年大街支行 16,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新华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江东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民主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新站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贸源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二道江区 通化向阳支行 15,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西昌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泓源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团结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通化县 通化通化县快大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东昌区 通化通化县支行营业室 22,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辉南县 通化辉南支行营业室 34,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柳河县 通化柳河支行营业室 3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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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通化市 集安市 通化集安黎明支行 4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梅河口市 通化梅河口支行营业室 3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梅河口市 通化梅河口站前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通化市 梅河口市 通化梅河口城南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图们市 图们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龙井市 龙井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和龙市 和龙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汪清县 汪清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宏银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 延边长白山支行营业部 3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敦化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市 珲春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 安图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朝阳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开发区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海兰江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朝阳川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敦化江东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化市 敦化十字街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市 珲春新安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 延边长白山白河储蓄所 10,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光明支行营业部 25,000 0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延吉明珠支行营业部 2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欧亚支行 1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海明西路支行 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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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联营分理处 1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文化广场支行 1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海明支行营业部 2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长庆支行营业部 2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洮北支行营业部 2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北区 白城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25,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大安市 白城大安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镇赉县 白城镇赉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通榆县 白城通榆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城市 洮南市 白城洮南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长白县 白山长白支行营业部 2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抚松县 白山抚松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江源区 白山江源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临江市 白山临江支行营业部 3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白山北安支行 3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白山八道江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白山新民支行营业部 4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靖宇县 白山靖宇支行 2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白山新建支行 2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白山浑江支行 2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抚松县 白山抚松松江河支行 10,000 0 

吉林省 白山市 浑江区 白山白山分行营业部 10,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东风支行营业室 40,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西安区 辽源矿电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世纪广场支行营业室 4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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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吉林省 辽源市 东丰县 辽源东丰支行营业室 50,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东辽县 辽源东辽支行 35,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东方红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西安区 辽源东山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西安区 辽源红城支行 12,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中兴支行 12,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向阳支行 12,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经济开发区 辽源开发区支行 12,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西宁支行 12,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工农支行 12,000 0 

吉林省 辽源市 龙山区 辽源龙山支行 1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崇明区 崇明堡镇中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崇明区 崇明陈家镇支行 32,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崇明区 崇明支行营业厅 32,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二营钻石交易中心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卢湾长乐路支行 38,000 4,00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卢湾南滨江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卢湾久事复兴大厦支行 5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卢湾徐家汇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卢湾金钟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南汇康桥支行 34,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南汇支行营业部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南汇秀沿路支行 4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南汇新场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东陆家嘴支行 47,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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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东东昌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东陆家嘴软件园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东桃林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东上川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兰谷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金海路支行 3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白杨路支行 39,000 3,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启帆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高桥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金高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浦开发金湘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世博永泰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世博杨思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世博三林世博家园支行 5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世博周家渡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世博五星路支行 48,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世博齐河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张江科技龙东大道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张江科技中科路支行 32,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张江科技科苑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自贸区新灵路支行 32,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新片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营业厅 32,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漕河泾支行营业厅 47,000 3,00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漕河泾中山西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漕河泾康健支行 4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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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漕河泾田林路支行 4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漕河泾古美路支行 4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漕河泾合川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奉贤环城南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奉贤奉浦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奉贤青村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奉贤环城东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奉贤东方美谷功能区支行 31,000 3,00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虹桥开发区支行营业厅 50,000 2,00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虹桥金虹桥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虹桥红松东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虹桥万象城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虹桥商务区支行营业厅 3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金山枫泾支行 3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金山工业区支行 3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金山朱泾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金山支行营业厅 43,000 3,000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金山化工区支行 4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浦星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支行营业厅 53,000 5,00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南方商城支行 5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莘庄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浦江支行 5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吴泾支行 4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莘庄工业区支行 4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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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七宝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闵行航华新村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示范区汇金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示范区支行营业厅 51,000 3,000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示范区华新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示范区徐泾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示范区白鹤支行 3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松江泗泾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松江车墩支行 3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松江广富林路支行 3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松江九亭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松江支行营业部 49,000 3,00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武康路支行 5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东安路支行 5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徐家汇第二支行 49,000 5,00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枫林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医学院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南丹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汇成新村支行 5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滨江支行 5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建国西路支行 5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徐汇裕德路支行 5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福泉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威宁路支行 4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剑河路支行 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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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新华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天山路支行 52,400 5,60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延安西路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临空支行 4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虹桥机场支行 45,200 4,800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长宁番禺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沪太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罗泾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长江西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大场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工业园区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共康支行 46,000 4,00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长江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大华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宝山宝钢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营业部营业厅 38,000 4,00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支行营业厅 52,400 5,60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上外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彩虹湾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瑞虹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龙之梦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吴淞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武进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大连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瑞虹新城支行 3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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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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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虹口提篮桥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南市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新闸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小东门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南京东路第一支行 45,100 4,90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斜桥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广东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黄浦老西门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嘉定清河路支行 31,500 2,500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嘉定安亭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嘉定南翔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嘉定华江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嘉定菊园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余姚路支行 5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曹家渡支行 5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现代大厦支行 52,300 5,70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支行营业厅 5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美丽园支行 36,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静安江宁路第二支行 52,300 5,70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真南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中山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支行营业厅 46,000 4,00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真光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西站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岚皋路支行 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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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金沙江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普陀梅川路支行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外滩支行营业厅 42,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政悦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佳木斯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国顺东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长阳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昆明路支行 52,400 5,60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黄兴路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中原支行 58,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控江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杨树浦桥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杨浦平凉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阳城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天目东路支行 52,400 5,60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支行营业厅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中兴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中山北路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市北工业新区支行 34,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不夜城支行 50,000 0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闸北延长中路支行 34,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闽都支行营业部 20,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鼓楼支行营业部 20,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五四支行营业部 28,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鼓楼区 福州洪山支行营业部 1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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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福建省 福州市 仓山区 福州金山支行营业部 14,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台江区 福州吉祥支行营业部 28,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仓山区 福州仓山支行营业部 14,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晋安区 福州城东支行营业部 20,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长乐区 长乐支行营业部 10,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长乐区 长乐胪峰支行 4,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闽清县 闽清支行营业部 6,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永泰县 永泰支行营业部 8,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平潭县 平潭自贸区分行营业部 10,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福清市 福清支行营业部 12,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罗源县 罗源支行营业部 8,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连江县 连江支行营业部 6,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闽侯县 闽侯支行营业室 10,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马尾区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营业部 6,000 0 

福建省 福州市 马尾区 福州亭江支行 2,000 0 

福建省 厦门市 思明区 厦门美仁宫支行营业室 40,000 0 

福建省 厦门市 湖里区 厦门湖里支行营业室 40,000 0 

福建省 厦门市 同安区 厦门同安支行营业室 40,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三元区 福建三明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18,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三元区 福建三明元城支行营业室 12,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沙县 福建三明沙县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永安市 福建三明永安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尤溪县 福建三明尤溪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大田县 福建三明大田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明溪县 福建三明明溪支行营业室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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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福建省 三明市 清流县 福建三明清流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宁化县 福建三明宁化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将乐县 福建三明将乐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泰宁县 福建三明泰宁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三明市 建宁县 福建三明建宁支行营业室 5,000 0 

福建省 莆田市 城厢区 莆田城厢支行营业室 18,000 0 

福建省 莆田市 荔城区 莆田荔城支行营业室 18,000 0 

福建省 莆田市 涵江区 莆田涵江支行营业室 14,000 0 

福建省 莆田市 仙游县 莆田仙游支行营业室 18,000 0 

福建省 莆田市 秀屿区 莆田秀屿支行营业室 14,000 0 

福建省 莆田市 城厢区 莆田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18,000 0 

福建省 南平市 延平区 南平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14,000 0 

福建省 南平市 建阳区 南平建阳支行营业室 48,000 0 

福建省 南平市 建瓯市 南平建瓯支行营业室 32,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柘荣县 福建宁德柘荣支行 8,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古田县 福建宁德古田支行 8,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屏南县 福建宁德屏南支行 6,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福安市 福建宁德福安支行 10,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寿宁县 福建宁德寿宁支行 6,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福鼎市 福建宁德福鼎支行 10,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霞浦县 福建宁德霞浦支行 8,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周宁县 福建宁德周宁支行 6,000 0 

福建省 宁德市 东侨区 福建宁德分行营业部 20,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鲤城区 泉州鲤城支行营业室 12,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丰泽区 泉州丰泽支行营业室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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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福建省 泉州市 洛江区 泉州洛江支行营业室 10,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惠安县 泉州惠安支行营业室 10,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泉港区 泉州泉港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晋江市 晋江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14,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南安市 泉州南安支行营业室 12,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安溪县 泉州安溪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永春县 泉州永春支行营业室 6,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德化县 泉州德化支行营业室 6,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石狮市 泉州石狮支行营业室 12,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台商投资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支行 6,000 0 

福建省 泉州市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泉州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6,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芗城区 漳州龙江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龙海区 龙海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芗城区 漳州芗城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芗城区 漳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南靖县 南靖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龙文区 漳州龙文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长泰区 长泰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华安县 华安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云霄县 云霄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漳浦县 漳浦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诏安县 诏安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东山县 东山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平和县 平和支行营业室 8,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漳浦县 漳州古雷支行营业室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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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福建省 漳州市 龙海区 漳州开发区支行 4,000 0 

福建省 漳州市 龙海区 漳州角美支行 4,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上杭县 龙岩上杭支行营业部 8,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龙岩龙津支行营业部 11,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连城县 龙岩连城支行营业部 7,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永定区 龙岩永定支行营业部 8,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漳平市 龙岩漳平支行营业部 7,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长汀县 龙岩长汀支行营业部 8,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龙岩岩城支行营业部 11,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武平县 龙岩武平支行营业部 7,000 0 

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龙岩新罗支行营业部 11,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白云支行营业室 14,400 3,6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湖支行 7,500 65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华东路支行 9,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陵园西支行 8,0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三角市支行 7,500 65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执信南路支行 6,8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中华广场支行 9,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北京路支行营业室 32,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银山支行 20,000 5,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珠江城大厦支行 7,200 2,800 

广东省 广州市 从化区 广州从化凤仪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从化区 广州从化荔香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从化区 广州从化支行营业室 16,000 4,000 

第 47 页



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大道支行营业室 24,000 4,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鹭江支行 16,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中山大学支行 16,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朝天路支行 8,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大德支行营业室 20,000 8,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海珠中路支行 12,000 1,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汇景新城支行 8,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小北路支行 12,000 1,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中山六路支行 8,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德政中路支行营业室 36,000 4,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水荫路支行 10,000 5,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维多利广场支行 13,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第二支行营业室 26,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上渡路支行 8,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友谊支行 12,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长堤路支行 8,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滨江明珠支行 3,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第三支行营业室 36,000 3,7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越秀桥支行 2,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第一支行营业室 24,000 6,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高德广场支行 4,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江湾路支行 9,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远安支行 4,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创展支行 7,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东城支行营业室 21,6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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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南国支行 7,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德贤支行 7,0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节能科技园支行 3,0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金山谷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康乐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平康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清河东路支行 7,0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石基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石楼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市桥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喜盈支行 6,0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新城支行 7,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兴泰支行 7,0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亚运城支行 2,000 2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番禺支行营业室 15,000 2,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芳村冲口支行 12,0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芳村鹤洞支行 12,0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芳村恒荔湾畔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芳村花园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芳村龙溪支行 8,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芳村支行营业室 18,820 1,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广钢新城支行 7,800 78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车陂支行 3,960 44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东圃支行 5,4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高新支行营业室 14,4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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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工业园支行 4,140 46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华港支行 1,800 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华景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华润天合支行 1,800 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暨南大学支行 0 4,4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骏景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石牌支行 5,4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棠德支行 2,7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天府路支行 2,340 26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盈彩支行 2,7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工业大道支行营业室 27,000 7,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黄埔古港支行 10,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金碧支行 11,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沙园支行 11,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庄头支行 11,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花城支行营业室 16,100 3,2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麒麟岗支行 9,400 1,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沙河支行 17,000 2,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星汇园支行 7,0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椰林路支行 6,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城区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分行营业室 9,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公益大道支行 7,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建设北路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绿色金融街支行 4,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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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汽车城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狮岭支行 7,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四季支行 3,1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天贵支行 3,1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文旅城支行 3,1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新都支行 5,4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新华支行 4,000 4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新机场支行 3,1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雅居乐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花都区 广州花都紫薇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大石支行 9,900 1,1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华南支行营业室 18,900 2,1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南村支行 9,900 1,10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钟村支行 9,900 1,1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广源西路支行 5,080 92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环城支行营业室 13,280 1,72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嘉禾支行 3,780 62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江高支行 3,780 62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金沙支行 3,860 74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金钟支行 3,2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景泰直街支行 3,780 62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均禾支行 3,860 74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人和支行 3,860 74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石井支行 3,780 62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太和支行 3,860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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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同德支行 3,860 74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新市支行 6,200 1,6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政通路支行 5,900 9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东田支行 6,8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红山支行 6,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黄埔军校路支行 6,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黄埔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金港支行 6,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开泰大道支行 6,8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美林支行 6,8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石化支行 6,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中山大道中支行 6,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东区支行 10,8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15,100 1,7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西区支行 10,800 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知识城支行 6,4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逢源路支行 18,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荔湾支行营业室 36,000 4,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西关支行 18,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白云新城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府前路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荷塘月色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鹤边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乐嘉路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流花支行营业室 33,800 4,200 

第 52 页



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以太广场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站前路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站西路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风东路支行 8,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环支行 8,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山铁路支行 15,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黄花岗科技支行 6,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南洲北路支行 6,000 2,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署前路支行 15,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杨箕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光明路支行 5,4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环市中路支行 7,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建设六马路支行 7,2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麓湖路支行 5,4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麓景路支行 6,3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南方支行营业室 14,800 2,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南沙大岗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南沙东涌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南沙分行营业室 19,600 2,400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南沙黄阁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南沙金岭路支行 5,0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天河支行营业室 25,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誉峰支行 18,000 4,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员村支行 19,500 1,5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京溪支行 6,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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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科学城支行 6,0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龙洞支行 8,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南湖支行 6,0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天平架支行营业室 18,000 6,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元岗支行 8,000 1,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宝岗大道支行 8,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昌岗东路支行 5,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基立道支行 2,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江南大道中支行 8,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江南西路支行 8,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洛溪支行 15,400 6,6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南洲支行 7,000 3,0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泰沙路支行 5,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同福中路支行营业室 9,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晓港支行 2,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信和广场支行 2,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燕子岗支行 5,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逸景支行 14,000 6,0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东兴支行 8,100 9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 12,600 1,4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火车东站支行 2,7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明珠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琶洲支行 5,4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五羊支行营业室 16,200 1,800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兴华支行 8,1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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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东风西路支行 18,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上步支行 12,8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西华路支行营业室 25,000 8,2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中山八路支行 18,000 0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禾丰支行 4,200 4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大敦支行 4,200 4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凤凰城支行 4,3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解放路支行 4,5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南安支行 4,3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沙埔支行 4,3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永和支行 4,4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塘支行营业室 6,8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开发区支行 4,400 5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岑村支行 2,000 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枫叶路支行 8,4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科技园支行 3,000 3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太阳广场支行 9,000 8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院士庭支行 2,000 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粤秀支行营业室 17,000 2,3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齐富支行 11,700 1,3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沙面支行 12,600 1,400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十三行路支行 14,400 1,6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远景路支行 11,700 1,30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云山支行营业室 18,000 2,0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荔城支行 4,3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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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锦绣支行 4,3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荔乡支行 4,700 1,4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石滩支行 4,3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夏街支行 4,6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增江支行 4,3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支行营业室 4,600 7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中新支行 4,300 600 

广东省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增城朱村支行 4,300 600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罗湖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横岗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盐田区 深圳盐田支行营业部 24,600 1,400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湾支行营业部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深东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喜年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高新园南区支行营业部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坪山区 深圳坪山支行营业部 19,000 1,000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华为支行 19,000 1,000 

广东省 深圳市 光明区 深圳光明支行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云城支行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前海分行营业部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红围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华强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分行营业部 34,200 1,800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福田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福永支行营业部 22,8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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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星河支行营业部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观澜支行营业部 19,000 1,000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宝安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东门支行营业部 30,400 1,600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布吉支行营业部 22,800 1,200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华润城支行 26,600 1,400 

广东省 珠海市 横琴区 横琴琴海支行 15,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华发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凤凰支行营业室 15,000 4,00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拱北支行营业室 15,000 4,00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香洲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南山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吉大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分行营业部 29,000 16,00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前山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湾仔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斗门区 珠海斗门支行营业室 15,000 4,000 

广东省 珠海市 金湾区 珠海金湾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唐家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口岸支行 8,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南屏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五洲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御景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莲花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夏湾支行营业室 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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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兴华支行 8,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金湾区 珠海临港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湖湾支行 8,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迎宾支行 8,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横琴区 横琴分行营业部 15,000 4,000 

广东省 珠海市 香洲区 珠海公园道支行 8,000 0 

广东省 珠海市 金湾区 珠海三灶支行 8,000 4,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分行营业部 40,000 4,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龙湖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金平区 汕头外马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金平区 汕头安平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公园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金平区 汕头汕樟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金平区 汕头金樟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达濠区 汕头达濠支行营业室 19,000 3,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金平区 汕头金湖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高新区 汕头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16,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汕头韩江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汕头市 南澳县 汕头南澳支行 19,000 3,000 

广东省 汕头市 澄海区 汕头澄海支行营业室 19,000 3,000 

广东省 汕头市 潮阳区 汕头潮阳支行营业室 19,000 3,000 

广东省 汕头市 潮南区 汕头潮南支行营业室 19,000 3,000 

广东省 汕头市 潮南区 汕头潮南陈店支行 14,000 0 

广东省 汕头市 潮南区 汕头潮南两英支行 14,000 0 

广东省 汕头市 潮阳区 汕头潮阳谷饶支行 1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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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汕头市 潮阳区 汕头潮阳贵屿支行 14,000 0 

广东省 汕头市 潮阳区 汕头潮阳西胪支行 14,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安区 潮州潮安古巷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湘桥区 潮州百花台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湘桥区 潮州太平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湘桥区 潮州西河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湘桥区 潮州湘桥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湘桥区 潮州城新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安区 潮州潮安支行营业室 20,000 5,000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安区 潮州枫溪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安区 潮州潮安庵埠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安区 潮州潮安彩塘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潮安区 潮州潮安浮洋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潮州市 湘桥区 潮州分行营业部 33,000 11,000 

广东省 潮州市 饶平县 潮州饶平支行营业室 20,000 5,000 

广东省 潮州市 饶平县 潮州饶平中山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韶关市 仁化县 韶关仁化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南雄市 韶关南雄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始兴县 韶关始兴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翁源县 韶关翁源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曲江区 韶关曲江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新丰县 韶关新丰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乐昌市 韶关乐昌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乳源瑶族自治县 韶关乳源支行营业室 18,000 1,000 

广东省 韶关市 武江区 韶关保利中悦支行 50,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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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韶关市 浈江区 韶关南门支行营业室 38,000 3,500 

广东省 韶关市 浈江区 韶关北郊支行 38,000 3,5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分行营业部 42,000 6,0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源城支行 13,000 3,0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江东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建设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经纬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越王大道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东源县 河源东源支行 13,000 1,0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永和路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和平县 河源和平支行营业室 13,000 1,000 

广东省 河源市 连平县 河源连平支行营业室 13,000 1,000 

广东省 河源市 紫金县 河源紫金支行营业室 14,000 2,000 

广东省 河源市 龙川县 河源龙川支行营业室 13,000 1,0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开发区支行 13,000 1,0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中山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兴源东支行 5,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连平县 河源连平忠信支行 5,000 1,000 

广东省 河源市 龙川县 河源龙川龙城支行 3,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龙川县 河源龙川新街支行 3,600 400 

广东省 河源市 龙川县 河源龙川新城支行 3,600 400 

广东省 梅州市 梅江区 梅州分行营业部 72,000 8,000 

广东省 梅州市 梅县区 梅州梅县支行营业室 40,500 4,500 

广东省 梅州市 梅江区 梅州梅江支行营业室 40,500 4,500 

广东省 梅州市 兴宁市 梅州兴宁支行营业室 31,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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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梅州市 五华县 梅州五华支行营业室 31,500 3,500 

广东省 梅州市 丰顺县 梅州丰顺支行营业室 27,000 3,000 

广东省 梅州市 蕉岭县 梅州蕉岭支行营业室 27,000 3,000 

广东省 梅州市 大埔县 梅州大埔支行营业室 27,000 3,000 

广东省 梅州市 平远县 梅州平远支行营业室 27,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分行营业部 6,000 5,000 

广东省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 惠州惠台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云山路支行 7,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富力国际中心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富力国际中心惠南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富力国际中心宏益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富力国际中心小金支行 7,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白鹭湖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陈塘湖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麦地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中山东支行 6,000 1,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雍逸园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金田苑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惠城南新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金山湖支行 7,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东湖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东方威尼斯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水口支行 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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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桥东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龙湖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河南岸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滨江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江南演达大道支行 7,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下角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支行 7,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共建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龙峰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惠州仲恺高新区丰湖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大亚湾区 惠州大亚湾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大亚湾区 惠州大亚湾德洲城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大亚湾区 惠州大亚湾西区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大亚湾区 惠州滨海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淡水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开城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秋长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金惠支行 6,000 1,00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新圩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富丽达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阳区 惠州惠阳新街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东县 惠州惠东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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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惠州市 惠东县 惠州惠东黄埠支行 5,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东县 惠州惠东华侨城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东县 惠州惠东吉隆支行 5,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惠东县 惠州惠东稔山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博罗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博罗石湾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博罗长宁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博罗园洲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博罗龙溪支行 6,000 0 

广东省 惠州市 龙门县 惠州龙门支行营业室 6,000 3,000 

广东省 汕尾市 海丰县 汕尾海丰支行营业室 32,000 3,500 

广东省 汕尾市 城区 汕尾分行营业部 50,000 4,000 

广东省 汕尾市 陆丰市 汕尾陆丰支行营业室 32,000 3,500 

广东省 汕尾市 陆河县 汕尾陆河支行营业室 25,000 4,000 

广东省 汕尾市 海丰县 汕尾海丰公平支行 10,000 1,200 

广东省 汕尾市 海丰县 汕尾海丰梅陇支行 10,000 1,200 

广东省 汕尾市 陆丰市 汕尾陆丰碣石支行 10,000 1,200 

广东省 汕尾市 陆丰市 汕尾陆丰甲子支行 10,000 1,200 

广东省 汕尾市 城区 汕尾通航路支行 10,000 1,200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城区 东莞东城支行营业室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虎门镇 东莞虎门支行营业室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企石镇 东莞企石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高埗镇 东莞高埗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沙田镇 东莞沙田支行 13,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横沥镇 东莞横沥支行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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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东莞市 寮步镇 东莞寮步支行 13,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麻涌镇 东莞麻涌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常平镇 东莞常平支行营业室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东莞南城支行营业室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坑镇 东莞东坑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厚街镇 东莞厚街支行营业室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樟木头镇 东莞樟木头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中堂镇 东莞中堂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谢岗镇 东莞谢岗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松山湖高新区 东莞松山湖支行 16,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石排镇 东莞石排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洪梅镇 东莞洪梅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望牛墩镇 东莞望牛墩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茶山镇 东莞茶山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大岭山镇 东莞大岭山支行 13,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莞城区 东莞城区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万江镇 东莞万江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东莞石龙支行营业室 13,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凤岗镇 东莞凤岗支行 15,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石碣镇 东莞石碣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清溪镇 东莞清溪支行 13,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长安镇 东莞长安乌沙支行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塘厦镇 东莞塘厦支行营业室 21,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大朗镇 东莞大朗支行营业室 16,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道滘镇 东莞道滘支行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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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东莞市 黄江镇 东莞黄江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东莞分行营业部 24,000 5,000 

广东省 东莞市 桥头镇 东莞桥头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神湾镇 中山神湾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西区 中山沙朗支行 8,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三角镇 中山三角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中山张家边支行营业室 10,000 2,000 

广东省 中山市 横栏镇 中山横栏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西区 中山西区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板芙镇 中山板芙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石岐区 中山孙文支行 8,000 3,000 

广东省 中山市 阜沙镇 中山阜沙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古镇镇 中山古镇利和支行 20,000 0 

广东省 中山市 小榄镇 中山小榄支行营业室 30,000 5,000 

广东省 中山市 石岐区 中山分行营业部 30,000 5,000 

广东省 中山市 南朗镇 中山南朗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沙溪镇 中山沙溪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南区 中山城南支行营业室 10,000 2,000 

广东省 中山市 南头镇 中山南头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民众镇 中山民众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古镇镇 中山古镇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大涌镇 中山大涌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东凤镇 中山东凤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中山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三乡镇 中山三乡支行营业室 1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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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中山市 坦洲镇 中山坦洲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港口镇 中山城北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东升镇 中山东升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翠亨新区 中山翠亨新区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黄圃镇 中山黄圃支行营业室 10,000 1,000 

广东省 中山市 东区 中山银苑支行营业室 20,000 3,000 

广东省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滨江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北新区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滨江丰乐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江海区 江门江海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江海区 江门江翠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江海区 江门外海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蓬江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城西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杜阮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新会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东庆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新会新城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鹤山市 江门鹤山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鹤山市 江门鹤山天汇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鹤山市 江门鹤山桂北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台山市 江门台山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台山市 江门台山碧桂园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台山市 江门台山名门五福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开平市 江门开平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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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江门市 开平市 江门开平新昌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开平市 江门开平东兴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恩平市 江门恩平支行营业室 20,500 4,500 

广东省 江门市 恩平市 江门恩平君堂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江门市 恩平市 江门恩平中心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顺德支行营业室 20,000 5,00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顺德容东支行 19,000 6,00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顺德勒流支行营业室 14,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乐从支行营业室 16,000 4,00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北滘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杏坛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顺德陈村支行营业室 16,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龙江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西樵支行营业室 18,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南海支行营业室 20,000 5,000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佛山升平支行营业室 21,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佛山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16,000 4,00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平洲支行营业室 21,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南海九江支行营业室 16,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大沥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盐步支行营业室 21,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南海里水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佛山南庄支行营业室 20,000 6,00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南海丹灶支行营业室 10,000 5,000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佛山石湾支行营业室 2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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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佛山市 三水区 佛山三水支行营业室 10,000 5,000 

广东省 佛山市 高明区 佛山高明支行营业室 10,000 5,000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佛山汾江支行营业室 21,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顺德均安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狮山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广东省 佛山市 禅城区 佛山高新支行营业室 20,000 5,00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分行营业部 45,000 8,00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春市 阳江阳春支行营业室 25,000 4,00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东区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江城支行营业室 25,000 7,00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西县 阳江阳西支行 10,000 3,00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春市 阳江阳春红旗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金山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二环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银湾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南恩支行 5,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江湾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南郊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江城区 阳江名扬街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春市 阳江阳春东湖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春市 阳江阳春银城支行 5,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东区 阳江碧桂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阳江市 海陵区 阳江海陵支行 15,000 4,000 

广东省 阳江市 阳东区 阳江阳东支行营业室 20,000 4,000 

广东省 阳江市 高新区 阳江高新区支行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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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春市 阳江阳春春城支行 10,000 0 

广东省 湛江市 赤坎区 湛江分行营业部 24,000 3,000 

广东省 湛江市 赤坎区 湛江第二支行营业室 30,000 4,000 

广东省 湛江市 赤坎区 湛江赤坎支行营业室 30,000 4,500 

广东省 湛江市 坡头区 湛江坡头支行营业室 30,000 1,000 

广东省 湛江市 霞山区 湛江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30,000 3,000 

广东省 湛江市 遂溪县 湛江遂溪支行营业室 20,000 2,500 

广东省 湛江市 徐闻县 湛江徐闻支行营业室 20,000 2,500 

广东省 湛江市 雷州市 湛江雷州支行营业室 20,000 2,500 

广东省 湛江市 廉江市 湛江廉江支行营业室 30,000 3,000 

广东省 湛江市 吴川市 湛江吴川支行营业室 20,000 2,500 

广东省 湛江市 霞山区 湛江鑫海支行 30,000 3,000 

广东省 湛江市 霞山区 湛江骏景支行 30,000 4,000 

广东省 湛江市 开发区 湛江东简支行 10,000 500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南区 茂名分行营业部 54,000 6,000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南区 茂名茂南支行营业室 30,000 3,000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南区 茂名石化支行营业室 30,000 3,000 

广东省 茂名市 茂南区 茂名河东支行营业室 30,000 3,000 

广东省 茂名市 化州市 茂名化州支行营业室 30,000 3,500 

广东省 茂名市 化州市 茂名化州鉴江支行 30,000 3,500 

广东省 茂名市 高州市 茂名高州桂圆支行 30,000 3,500 

广东省 茂名市 电白区 茂名电白水东支行 30,000 3,500 

广东省 茂名市 电白区 茂名电白电城支行 30,000 3,500 

广东省 茂名市 信宜市 茂名信宜支行营业室 30,000 3,500 

广东省 肇庆市 鼎湖区 肇庆鼎湖支行营业室 15,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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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肇庆市 四会市 肇庆四会支行营业室 15,000 3,000 

广东省 肇庆市 德庆县 肇庆德庆支行营业室 15,000 3,000 

广东省 肇庆市 广宁县 肇庆广宁支行营业室 15,000 3,000 

广东省 肇庆市 封开县 肇庆封开支行营业室 15,000 3,000 

广东省 肇庆市 怀集县 肇庆怀集支行营业室 15,000 3,000 

广东省 肇庆市 高要区 肇庆高要支行营业室 15,000 3,000 

广东省 肇庆市 高新区 肇庆高新区支行营业室 15,000 2,00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第一支行营业室 15,000 4,00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端州支行营业室 15,000 4,00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鸿景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宋城路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伴月湖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风华路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高要区 肇庆高要金利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高要区 肇庆高要白土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端州二路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城东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分行营业部 15,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高要区 肇庆高要南岸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怀集县 肇庆怀集城中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东风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四会市 肇庆四会银龙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四会市 肇庆四会盈峰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四会市 肇庆四会翡翠支行 7,000 0 

广东省 肇庆市 端州区 肇庆盛景支行 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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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分行营业部 31,000 3,000 

广东省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琶江支行 30,000 2,000 

广东省 清远市 清新区 清远清新支行营业室 30,000 3,000 

广东省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30,000 2,000 

广东省 清远市 佛冈县 清远佛冈支行营业室 25,000 3,000 

广东省 清远市 连山县 清远连山支行 22,000 4,000 

广东省 清远市 英德市 清远英德支行营业室 25,000 3,000 

广东省 清远市 连州市 清远连州支行营业室 30,000 4,000 

广东省 清远市 阳山县 清远阳山支行营业室 25,000 3,000 

广东省 清远市 连南县 清远连南支行营业室 22,000 3,000 

广东省 揭阳市 榕城区 揭阳分行营业部 89,000 21,000 

广东省 揭阳市 普宁县 揭阳普宁支行营业室 60,000 4,000 

广东省 揭阳市 榕城区 揭阳榕城支行营业室 52,000 4,000 

广东省 揭阳市 揭东区 揭阳揭东支行营业室 52,000 4,000 

广东省 揭阳市 揭西县 揭阳揭西支行营业室 40,000 2,000 

广东省 揭阳市 惠来县 揭阳惠来支行营业室 40,000 2,00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城区 云浮分行营业部 50,000 10,00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城区 云浮硫铁矿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城区 云浮金山大道支行 8,0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城区 云浮金峰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城区 云浮石博中心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安区 云浮云安支行营业室 13,000 3,000 

广东省 云浮市 云安区 云浮新城支行 2,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罗定市 云浮罗定支行营业室 25,000 3,000 

广东省 云浮市 罗定市 云浮罗定人民中支行 5,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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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广东省 云浮市 罗定市 云浮罗定解放南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罗定市 云浮罗定锦绣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新兴县 云浮新兴支行营业室 25,000 3,000 

广东省 云浮市 新兴县 云浮新兴城区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新兴县 云浮新兴筠州支行 5,300 0 

广东省 云浮市 郁南县 云浮郁南支行营业室 18,000 2,000 

广东省 云浮市 郁南县 云浮郁南中山支行 5,3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盐边县 攀枝花盐边红格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仁和区 攀枝花仁和支行 5,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西区 攀枝花西区支行 4,5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炳草岗支行 5,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米易 攀枝花米易支行营业室 4,5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分行营业部 6,5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学园路支行 5,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大渡口支行 5,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中环广场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五十一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仁和区 攀枝花仁和广场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瓜子坪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金江分理处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西区 攀枝花陶家渡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建设街支行 5,0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米易 攀枝花米易城北支行 4,500 0 

四川省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新源路支行 5,000 0 

四川省 自贡市 自流井 自贡分行营业部 2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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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自贡市 自流井 自贡南湖支行 21,000 0 

四川省 自贡市 自流井 自贡沿滩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自贡市 富顺县 自贡富顺支行营业室 23,000 0 

四川省 自贡市 荣县 自贡荣县支行营业室 2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龙南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龙透关支行 9,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柏香林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兰田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分行营业部 1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龙马潭支行 9,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小市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江阳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大山坪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纳溪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自贸区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百子图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高坝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龙马潭区 泸州红星支行 3,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泸县 泸州泸县龙城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合江县 泸州合江支行营业室 4,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叙永县 泸州叙永扬武坊支行 4,000 0 

四川省 泸州市 古蔺县 泸州古蔺支行营业室 4,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东大街支行 18,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旌阳支行 22,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罗江区 德阳罗江支行营业室 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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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德阳市 广汉市 德阳广汉支行营业室 16,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德阳什邡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绵竹市 德阳绵竹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中江县 德阳中江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黄河支行 4,000 0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开发区支行 4,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滨江支行 6,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翡翠支行 8,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柏杨路支行 8,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井研县 乐山井研支行 6,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春华路支行 16,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青江支行 6,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金口河区 乐山金口河支行 2,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土桥街支行 8,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乐山夹江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乐山夹江东大街支行 4,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犍为县 乐山犍为支行营业室 8,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峨眉山市 乐山峨眉山支行营业室 8,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峨眉山市 乐山峨眉山红华苑支行 2,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峨边县 乐山峨边支行营业室 4,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沙湾区 乐山沙湾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五通桥区 乐山五通桥支行营业室 8,000 0 

四川省 乐山市 沐川县 乐山沐川支行 4,0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汉安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蟠龙坝支行 3,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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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江华街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东兴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内江资中重龙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隆昌市 内江隆昌红旗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隆昌市 内江隆昌新华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威远县 内江威远荷花街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玉溪路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白马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中兴支行 8,2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西林新区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椑木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分行营业部 8,2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万达广场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内江资中支行营业室 8,2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内江资中笔架山支行 3,5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威远县 内江威远支行营业室 8,200 0 

四川省 内江市 隆昌市 内江隆昌支行营业室 8,2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世纪城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安州区 绵阳安州文星阁支行 8,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涪城支行 11,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科创园区 绵阳剑南支行 11,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临园支行 11,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游仙区 绵阳游仙支行 15,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高新区 绵阳高新支行 15,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游仙区 绵阳科学城支行营业室 1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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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新华支行 11,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北川县 绵阳北川支行营业室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绵阳江油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梓潼县 绵阳梓潼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绵阳平武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三台县 绵阳三台支行营业室 11,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绵阳江油火车站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绵阳江油华丰支行营业室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分行营业部 10,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绵阳石桥新城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盐亭县 绵阳盐亭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绵阳市 经开区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1,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鼓楼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苍溪县 广元苍溪支行营业室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朝天区 广元朝天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御锦湾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剑阁县 广元剑阁支行营业室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开发区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青川县 广元青川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万源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旺苍县 广元旺苍支行营业室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宝轮支行 2,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苍溪县 广元苍溪解放路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分行营业部 22,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剑阁县 广元剑阁普安支行 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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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苴国路支行 1,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蜀南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旺苍县 广元旺苍红星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雪峰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昭化区 广元昭化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城北支行 2,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分行东升分理处 4,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分行营业部 10,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工业园区支行营业室 4,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遂州支行 5,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蓬溪县 遂宁蓬溪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射洪市 遂宁射洪支行营业室 9,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大英县 遂宁大英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遂宁市 安居区 遂宁安居支行 4,000 0 

四川省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分行营业部 21,000 0 

四川省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沱东支行 15,000 0 

四川省 资阳市 乐至县 资阳乐至支行营业室 9,000 0 

四川省 资阳市 乐至县 资阳乐至北街支行 7,000 0 

四川省 资阳市 安岳县 资阳安岳支行营业室 9,000 0 

四川省 资阳市 安岳县 资阳安岳正北街支行 9,000 0 

四川省 眉山市 彭山区 眉山彭山支行营业室 8,800 0 

四川省 眉山市 丹棱县 眉山丹棱支行营业室 6,200 0 

四川省 眉山市 洪雅县 眉山洪雅支行营业室 8,800 0 

四川省 眉山市 仁寿县 眉山仁寿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四川省 眉山市 东坡区 眉山分行营业部 1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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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眉山市 青神县 眉山青神支行 6,2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三江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分行营业部 7,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财富广场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翠屏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五粮液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莱茵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南溪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屏山县 宜宾屏山支行 5,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筠连县 宜宾筠连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叙州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珙县 宜宾珙县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长宁县 宜宾长宁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兴文县 宜宾兴文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江安县 宜宾江安剧专大道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宜宾市 高县 宜宾高县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顺庆区 南充人民广场支行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仪陇县 南充仪陇支行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顺庆区 南充茧市街支行 1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高坪区 南充高坪支行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西充县 南充西充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顺庆区 南充分行营业部 20,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嘉陵区 南充嘉陵支行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南部县 南充南部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营山县 南充营山支行营业室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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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南充市 蓬安县 南充蓬安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南充市 阆中市 南充阆中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分行营业部 12,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城北支行 6,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前锋区 广安前锋支行 4,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岳池县 广安岳池支行营业室 8,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武胜县 广安武胜支行营业室 7,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邻水县 广安邻水支行营业室 8,000 0 

四川省 广安市 华蓥市 广安华蓥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分行营业部 13,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通川支行 13,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开江县 达州开江支行 10,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宣汉县 达州宣汉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大竹县 达州大竹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渠县 达州渠县支行营业室 12,000 0 

四川省 达州市 万源市 达州万源支行营业室 10,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恩阳区 巴中恩阳支行 3,8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巴中金桥支行 3,6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南江区 巴中南江光雾山大道支行 3,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巴中巴州支行 8,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通江区 巴中通江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通江区 巴中通江石牛大道支行 2,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南江区 巴中南江支行营业部 6,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平昌区 巴中平昌支行营业室 6,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平昌区 巴中平昌信义大道支行 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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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巴中分行营业部 15,000 0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巴中回风支行 3,6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熊猫大道支行 5,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上坝路支行 2,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西门北路支行 2,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河北街支行 4,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中大街支行 4,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羌江南路支行 2,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分行营业部 4,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名山支行 6,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芦山县 雅安芦山支行 5,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荥经县 雅安荥经支行 5,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汉源县 雅安汉源支行营业室 5,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汉源县 雅安汉源九襄支行 3,0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石棉县 雅安石棉支行营业室 3,5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石棉县 雅安石棉南桠河支行 2,500 0 

四川省 雅安市 天全县 雅安天全支行 5,000 0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凉山商业街支行 10,000 0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凉山分行营业室 12,000 0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凉山三岔口支行 11,000 0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凉山长安西路支行 7,000 0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康定市 甘孜直属支行营业室 7,000 0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泸定县 甘孜泸定支行 3,000 0 

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马尔康市 阿坝直属支行营业室 8,000 0 

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九寨沟县 阿坝九寨沟支行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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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东城根街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跳伞塔支行 22,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滨江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金阳路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草市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东大街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锦江支行 22,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春熙路步行街支行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青羊工业园区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东大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桐梓林南路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成都高新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蜀汉路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金牛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通锦桥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青龙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成都双桥子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成都沙河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高新区 成都天府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西较场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盐市口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成都万科路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成都芷泉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崇州市 成都崇州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大邑支行营业室 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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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四川省 成都市 都江堰市 成都都江堰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简阳市 成都简阳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区 成都金堂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龙泉驿区 成都龙工南路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龙泉驿区 成都龙泉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 成都彭州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郫都区 成都郫都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青白江区 成都青白江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蒲江县 成都蒲江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成都邛崃支行营业室 1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双流区 成都华阳支行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双流区 成都双流支行营业室 25,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温江区 成都温江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新都区 成都新都支行营业室 20,000 0 

四川省 成都市 新津区 成都新津支行营业室 15,000 0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中华路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南明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省新支行 50,000 0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阳金阳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阳清镇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阳开阳支行营业室 50,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红花岗区 遵义碧云支行营业室 17,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汇川区 遵义京华支行营业室 17,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红花岗区 遵义红花岗支行营业室 19,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播州区 遵义播州支行营业厅 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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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贵州省 遵义市 赤水市 遵义赤水市支行营业厅 8,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仁怀市 遵义仁怀支行营业厅 10,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桐梓县 遵义桐梓支行营业厅 8,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余庆县 遵义余庆支行 6,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习水县 遵义习水支行营业厅 8,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凤冈县 遵义凤冈支行 6,000 0 

贵州省 遵义市 务川县 遵义务川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安顺市 西秀区 安顺塔山支行营业室 15,000 0 

贵州省 安顺市 西秀区 安顺建设路支行 15,000 0 

贵州省 安顺市 平坝区 安顺平坝支行营业室 15,000 0 

贵州省 安顺市 普定县 安顺普定支行营业室 5,000 0 

贵州省 安顺市 镇宁县 安顺镇宁支行营业室 5,000 0 

贵州省 安顺市 紫云县 安顺紫云支行 5,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开发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龙山大道支行 20,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广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匀城支行 23,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独山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山支行 7,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福泉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 8,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瓮安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行 8,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贵定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定支行 7,000 0 

贵州省 都匀市 龙里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支行 7,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七星关区 毕节清毕路支行 15,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七星关区 毕节七星关支行营业室 25,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黔西县 毕节黔西支行营业室 10,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金沙县 毕节金沙支行营业室 10,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纳雍县 毕节纳雍支行营业室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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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贵州省 毕节市 织金县 毕节织金支行营业室 10,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威宁县 毕节威宁支行营业室 10,000 0 

贵州省 毕节市 赫章县 毕节赫章支行营业室 10,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凯里市 凯里分行北京路支行 8,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凯里市 凯里分行博南支行 8,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凯里市 凯里分行开发区支行 7,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剑河县 凯里分行剑河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岑巩县 凯里分行岑巩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镇远县 凯里分行镇远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天柱县 凯里分行天柱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黎平县 凯里分行黎平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锦屏县 凯里分行锦屏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施秉县 凯里分行施秉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凯里市 丹寨县 凯里分行丹寨支行 5,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碧江区 铜仁延新路支行 12,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碧江区 铜仁梵净山支行 10,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玉屏县 铜仁玉屏支行营业室 8,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江口县 铜仁江口支行 8,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印江县 铜仁印江支行营业室 8,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石阡县 铜仁石阡支行营业室 8,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思南县 铜仁思南支行营业室 10,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沿河县 铜仁沿河支行营业室 8,000 0 

贵州省 铜仁市 德江县 铜仁德江支行营业室 8,000 0 

贵州省 兴义市 兴义市 兴义桔山支行 24,000 0 

贵州省 兴义市 兴义市 兴义城区营业室 2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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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贵州省 兴义市 贞丰县 兴义贞丰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兴义市 晴隆县 兴义晴隆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兴义市 安龙县 兴义安龙支行 8,000 0 

贵州省 兴义市 兴仁市 兴义兴仁支行 8,000 0 

贵州省 兴义市 普安县 兴义普安支行 6,000 0 

贵州省 六盘水市 钟山区 六盘水凉都宫支行营业室 20,000 0 

贵州省 六盘水市 水城区 六盘水凉都宫水城支行 20,000 0 

贵州省 六盘水市 钟山区 六盘水凉都宫钟山支行 10,000 0 

贵州省 六盘水市 盘州市 六盘水盘州支行营业室 20,000 0 

贵州省 六盘水市 盘州市 六盘水盘州红果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铜川市 耀州区 铜川金谟路支行 70,000 0 

陕西省 铜川市 耀州区 铜川耀州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铜川市 王益区 铜川王益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铜川市 宜君县 铜川宜君县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渭滨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金台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斗鸡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清姜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陈仓区 宝鸡陈仓区支行营业室 13,000 15,000 

陕西省 宝鸡市 凤翔区 宝鸡凤翔县支行营业室 13,000 15,000 

陕西省 宝鸡市 岐山县 宝鸡岐山县支行营业室 13,000 15,000 

陕西省 宝鸡市 岐山县 宝鸡岐山县蔡家坡支行 18,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扶风县 宝鸡扶风县支行营业室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扶风县 宝鸡扶风县绛帐支行 7,000 15,000 

陕西省 宝鸡市 眉县 宝鸡眉县支行营业室 2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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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陕西省 宝鸡市 凤县 宝鸡凤县支行营业室 13,000 15,000 

陕西省 宝鸡市 麟游县 宝鸡麟游县支行 13,000 15,000 

陕西省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金渭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姜城支行 18,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金台区 宝鸡政府广场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石油钢管厂支行 18,000 0 

陕西省 宝鸡市 渭滨区 宝鸡高新大道支行 26,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人民中路支行 35,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渭城区 咸阳人民东路支行 35,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秦都区 咸阳彩虹支行 35,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沣西新城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支行 35,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泾阳县 咸阳泾阳县支行营业室 22,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礼泉县 咸阳礼泉县支行营业室 22,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长武县 咸阳长武县支行 22,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旬邑县 咸阳旬邑县支行 22,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彬州市 咸阳彬州市支行营业室 30,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乾县 咸阳乾县支行营业室 28,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兴平市 咸阳兴平市支行营业室 32,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三原县 咸阳三原县支行营业室 30,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武功县 咸阳武功县支行营业室 22,000 0 

陕西省 咸阳市 杨凌区 杨陵区支行营业室 4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白水县 渭南白水县仓颉路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潼关县 渭南潼关县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财富大厦支行 3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韩城市 渭南韩城市支行营业室 3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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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陕西省 渭南市 华州区 渭南华州区城南支行 30,000 20,000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临渭区支行 30,000 30,000 

陕西省 渭南市 临渭区 渭南东风街支行 3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澄城县 渭南澄城县支行营业室 20,000 10,000 

陕西省 渭南市 合阳县 渭南合阳县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富平县 渭南富平县支行营业室 20,000 10,000 

陕西省 渭南市 大荔县 渭南大荔县支行营业室 3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华阴市 渭南华阴市支行营业室 30,000 0

陕西省 渭南市 蒲城县 渭南蒲城县正街支行 30,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人民路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天台路支行 16,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中山街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汉中北团结街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区 汉中南郑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城固县 汉中城固支行营业室 16,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洋县 汉中洋县支行营业室 16,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汉中西乡支行营业室 16,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勉县 汉中勉县支行营业室 16,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宁强县 汉中宁强支行营业室 10,000 0 

陕西省 汉中市 略阳县 汉中略阳支行营业室 10,000 0 

陕西省 安康市 汉滨区 安康解放路支行 40,000 0 

陕西省 安康市 汉滨区 安康江北支行 30,000 0 

陕西省 旬阳市 旬阳市 安康旬阳县支行 12,000 0 

陕西省 安康市 石泉县 安康石泉县支行 12,000 0 

陕西省 安康市 汉阴县 安康汉阴县支行营业室 1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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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陕西省 安康市 紫阳县 安康紫阳县支行 12,000 0 

陕西省 安康市 紫阳县 安康岚皋县支行 12,000 0 

陕西省 商洛市 商州区 商洛北新街支行 8,000 15,000 

陕西省 商洛市 商州区 商洛迎宾支行 25,000 0 

陕西省 商洛市 商州区 商洛行政广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商洛市 山阳县 商洛山阳支行 12,000 0 

陕西省 商洛市 丹凤县 商洛丹凤支行 16,000 0 

陕西省 商洛市 洛南县 商洛洛南支行 15,000 0 

陕西省 商洛市 镇安县 商洛镇安支行 19,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宝塔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七里铺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双拥大道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东方红大道支行 6,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北关支行 6,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吴起县 延安吴起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志丹县 延安志丹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安塞县 延安安塞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甘泉县 延安甘泉支行 8,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富县 延安富县支行 8,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宜川县 延安宜川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洛川县 延安洛川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黄陵县 延安黄陵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子长县 延安子长支行 10,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延川县 延安延川县支行 8,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延长县 延安延长县支行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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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万花路支行 8,000 0 

陕西省 延安市 宝塔区 延安南关支行 8,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金沙路支行 25,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榆阳区 榆林兴榆路支行 25,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府谷县 榆林府谷县新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定边县 榆林定边县新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神木市 榆林神木支行营业室 2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靖边县 榆林靖边县支行营业室 2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绥德县 榆林绥德县支行营业室 2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米脂县 榆林米脂县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神木市 榆林大柳塔支行营业室 10,000 0 

陕西省 榆林市 横山区 榆林横山区支行 20,0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北大街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东新街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西大街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含光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朱雀路南段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和平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咸宁西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锦业一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洪庆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浐灞商务中心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国棉五厂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丰镐路西口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大庆路西口支行 2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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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枣园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团结南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城南科技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枫林绿洲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韩森寨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咸宁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长乐东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绿地世纪城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高新区 西安博士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凤城五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长庆支行 25,0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凤城二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纬二十六街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星火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北关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铁路局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大雁塔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碑林区 西安朱雀大街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曲江新区新开门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雁南四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雁塔区 西安新开门南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太华路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新城区 西安长缨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太华北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西关支行 2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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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崇智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沣镐东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安未央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西安开元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长安区南长安街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长安区 西安长安区神舟三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灞桥区 西安国际港务区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高陵区 西安高陵泾河园区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鄠邑区 西安鄠邑区丰京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蓝田县 西安蓝田县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临潼区 临潼支行营业室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阎良区 西安阎良区人民路支行 24,500 0 

陕西省 西安市 周至县 西安周至支行营业室 24,5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4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乌鲁木齐明德路支行营业室 4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友好路支行营业室 2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乌鲁木齐新民路支行营业室 4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 乌鲁木齐米东支行营业室 2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钱塘江路支行 2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市区 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营业室 2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大十字支行营业室 15,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东风支行 13,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独山子区 克拉玛依独山子支行营业室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白碱滩区 克拉玛依白碱滩支行营业室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 乌尔禾区 克拉玛依乌尔禾支行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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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冬奥币预约兑换网点及线上、现场额度信息

省 市 区(县) 网点名称
线上预约额度

（套）
现场预约额度

（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市 昌吉市 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营业部 17,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市 昌吉市 昌吉北京南路支行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五家渠市 五家渠市 五家渠支行营业室 5,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州 呼图壁县 呼图壁支行营业室 8,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市 高昌区 吐鲁番分行营业部 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 托克逊支行营业室 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市 鄯善县 鄯善支行营业室 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 伊宁市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营业部 2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 伊宁市 伊宁合作区支行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奎屯市 奎屯市 奎屯支行营业室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 伊宁县 伊宁支行营业室 7,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 霍城县 霍城支行营业室 7,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 巩留县 巩留支行营业室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塔城市 塔城分行营业部 4,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额敏县 额敏支行营业室 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 阿勒泰解放路支行 5,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区 北屯市 北屯支行 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州 博乐市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行 4,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州 博乐市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锦绣支行 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州 精河县 精河支行 3,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州 阿拉山口市 阿拉山口支行 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 库尔勒市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 2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 库尔勒市 库尔勒人民东路支行 15,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铁门关市 铁门关市 铁门关支行 5,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 焉耆县 焉耆回族自治县支行营业室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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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 尉犁县 尉犁支行营业室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伊州区 哈密石油支行        4,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伊州区 哈密广东路支行 24,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三道岭镇 哈密三道岭支行营业室 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市 喀什市 喀什分行营业部 22,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疏勒县 疏勒支行营业室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疏附县 疏附人民北路支行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 英吉沙支行营业室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库车支行营业室 1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阿拉尔市 阿拉尔支行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 拜城支行营业室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沙雅县 沙雅支行营业室 6,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阿克苏分行营业部 24,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地区 和田市 和田分行营业部 5,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地区 墨玉县 墨玉支行营业部 1,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河子市 石河子市 石河子分行营业部 7,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河子市 石河子市 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3,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图什市 阿图什市 克州分行营业部 3,00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州 阿克陶县 克州阿克陶支行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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