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银行第一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北京分行 通州分行 新华分理处（散币） 0 3944

北京分行 顺义支行 顺义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957

北京分行 房山支行 良乡分理处（散币） 0 3464

北京分行 昌平支行 城关支行（散币） 0 4764

北京分行 平谷支行 平谷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592

北京分行 望京支行 望京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825

北京分行 崇文支行 南站支行（散币） 0 6991

北京分行 海淀支行 知春路支行（散币） 0 7993

北京分行 广安门支行 广安门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535

北京分行 丰台支行 幸福街支行（散币） 0 6390

北京分行 朝阳支行 朝阳支行营业室（散币） 0 6540

北京分行 长安支行 长安支行营业室 0 4000

北京分行 翠微路支行 公主坟支行 0 6000

北京分行 方庄支行 方庄支行营业室 0 8000

北京分行 中关村支行 东升路支行 0 6000

北京分行 九龙山支行 九龙山支行营业室 0 6000

北京分行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营业室 0 6000

北京分行 王府井支行 金街支行 0 6000

北京分行 石景山支行 政达路支行 0 8000

北京分行 海淀西区支行 海淀西区支行营业室 0 6000

北京分行 大兴支行 体育场支行 0 6000

北京分行 新街口支行 新街口支行营业室 0 6000

北京分行 自贸试验区支行 十八里店南桥支行 0 5000

北京分行 珠市口支行 大栅栏支行 0 5000

北京分行 亚运村支行 亚运村支行营业室 0 4000

北京分行 东城支行 东城支行营业室 0 4000

北京分行 南礼士路支行 阜成路支行 0 2000

北京分行 西客站支行 白云路支行 0 2000

北京分行 宣武支行 菜市口支行 0 2000

北京分行 地安门支行 地安门支行营业室 0 2000

北京分行 和平里支行 和平街支行 0 2000

北京分行 金融街支行 金融街支行营业室 0 2000

北京分行 延庆支行 延庆支行营业室 0 2000

天津分行 北站分行 天津北站支行营业室 0 4060

天津分行 蓟州分行 天津绿海支行 0 1600

天津分行 红桥分行 天津大丰路支行 0 3800

天津分行 分行营业部 天津北宁湾支行（散币） 0 2800

天津分行 园区分行 天津白堤路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宝坻分行 天津宝坻支行 0 2780

天津分行 河北分行 天津中山路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武清分行 天津泉发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西青分行 天津津青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和平分行 天津锦州道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津西分行 天津西青开发区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红旗路分行 天津西苑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津南分行 天津双港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国信分行 天津苍穹道支行（散币） 0 2600

天津分行 静海分行 天津静海支行营业室 0 3060

天津分行 北辰分行 天津京津路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自贸区分行 天津新华路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开发区分行 天津翠亨广场支行 0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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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分行 唐家口分行 天津泰兴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河西分行 天津围堤道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东丽分行 天津程林支行（散币） 0 2768

天津分行 保税分行 天津宏达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大港分行 天津轻纺经济区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新村分行 天津新村支行营业室 0 3060

天津分行 广厦分行 天津北大资源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河东分行 天津大直沽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南开分行 天津西南角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宁河分行 天津宁河支行 0 3060

天津分行 空港分行 天津空港支行营业室 0 3060

天津分行 新华分行 天津马场道支行 0 306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栾城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鹿泉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正定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高新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藁城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西苑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建华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光明支行营业室 0 8679

河北分行 唐山分行 唐山西山支行营业室 0 7900

河北分行 唐山分行 唐山丰润支行营业室 0 7900

河北分行 唐山分行 唐山古冶支行营业室 0 7900

河北分行 唐山分行 唐山开平支行营业室 0 7900

河北分行 唐山分行 唐山建北支行营业室 0 7900

河北分行 唐山分行 唐山丰南支行营业室 0 8028

河北分行 秦皇岛分行 秦皇岛山海关支行营业室 0 6800

河北分行 秦皇岛分行 秦皇岛北戴河支行营业室 0 6800

河北分行 秦皇岛分行 秦皇岛抚宁支行营业室 0 6800

河北分行 秦皇岛分行 秦皇岛昌黎支行营业室 0 7134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和平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邯钢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峰峰支行营业室 0 9203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城东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磁县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永年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邯郸分行 邯郸高开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威县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宁晋支行营业室 0 9186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沙河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临西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中兴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钢北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桥东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邢台分行 邢台邢州支行营业室 0 8600

河北分行 衡水分行 衡水深州支行营业室 0 7200

河北分行 衡水分行 衡水安平支行营业室 0 7200

河北分行 衡水分行 衡水新华支行营业室 0 7200

河北分行 衡水分行 衡水路北支行营业室 0 7200

河北分行 衡水分行 衡水冀州支行营业室 0 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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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分行 沧州分行 沧州青县支行营业室 0 7500

河北分行 沧州分行 沧州华北石油支行营业室 0 8285

河北分行 沧州分行 沧州铁东支行营业室 0 7500

河北分行 沧州分行 沧州车站支行营业室 0 7500

河北分行 沧州分行 沧州南环支行营业室 0 7500

河北分行 保定分行 保定徐水支行营业室 0 9126

河北分行 保定分行 保定满城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保定分行 保定清苑支行 0 8800

河北分行 保定分行 保定七一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保定分行 保定新华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保定分行 保定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8800

河北分行 廊坊分行 廊坊光明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廊坊分行 廊坊万庄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廊坊分行 廊坊霸州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廊坊分行 廊坊燕郊支行营业室 0 8985

河北分行 廊坊分行 廊坊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8500

河北分行 承德分行 承德隆化支行营业室 0 8900

河北分行 承德分行 承德市承德县支行营业室 0 9093

河北分行 承德分行 承德双滦支行营业室 0 8900

河北分行 承德分行 承德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8900

河北分行 承德分行 承德宽城支行营业室 0 8900

河北分行 张家口分行 张家口桥东支行营业室 0 6487

河北分行 张家口分行 张家口万全支行营业室 0 8300

河北分行 张家口分行 张家口红旗楼支行营业室 0 8400

河北分行 张家口分行 张家口明德南支行营业室 0 8300

河北分行 雄安分行 雄安容城支行营业室 0 3900

山西分行 太原分行 太原并州支行营业室 0 8000

山西分行 太原分行 太原大营盘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320

山西分行 太原分行 太原五一路支行营业室 0 8000

山西分行 太原分行 太原万柏林支行营业室 0 8000

山西分行 太原分行 太原迎宾路支行营业室 0 8000

山西分行 阳泉分行 阳泉德胜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204

山西分行 阳泉分行 阳泉郊区支行营业室 0 1000

山西分行 阳泉分行 阳泉新市街支行 0 800

山西分行 大同分行 大同云冈支行营业室 0 6000

山西分行 大同分行 大同牡丹支行营业室 0 6000

山西分行 大同分行 大同魏都支行营业室（散币） 0 6637

山西分行 大同分行 大同御东支行营业室 0 4000

山西分行 大同分行 大同振华支行营业室 0 4000

山西分行 长治分行 长治汇通支行(散币) 0 4852

山西分行 长治分行 长治长兴中路支行 0 3000

山西分行 长治分行 长治五马支行 0 3000

山西分行 晋城分行 晋城凤翔支行营业部（散币） 0 3639

山西分行 晋城分行 晋城广场支行营业部 0 3000

山西分行 晋城分行 晋城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3000

山西分行 朔州分行 朔州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3000

山西分行 朔州分行 朔州朔城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232

山西分行 晋中分行 晋中迎宾支行营业部（散币） 0 2246

山西分行 晋中分行 晋中经纬支行营业部 0 2000

山西分行 晋中分行 晋中道北支行营业部 0 2000

山西分行 晋中分行 晋中中都支行营业部 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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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分行 晋中分行 晋中牡丹支行 0 2000

山西分行 吕梁分行 吕梁滨西支行（散币） 0 5973

山西分行 吕梁分行 吕梁永宁支行营业部 0 7900

山西分行 临汾分行 临汾银苑支行营业部（散币） 0 11792

山西分行 临汾分行 临汾平阳支行营业部 0 10000

山西分行 运城分行 运城电力支行（散币） 0 9210

山西分行 运城分行 运城条山支行 0 10000

山西分行 忻州分行 忻州长征街支行营业室 0 6000

山西分行 忻州分行 忻州汾源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747

山西分行 忻州分行 忻州神堂坪支行 0 500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石羊桥东路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锡林南路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大北街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赛罕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新城支行营业室 42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锡林北路支行营业室（散币） 5454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上东支行 4200 0

内蒙古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东环支行 42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兵工路支行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白云支行营业室（散币） 1325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天疆骊城支行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滨河支行营业室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喜桂图支行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富强路支行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银河支行营业室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富力城支行 1000 0

内蒙古分行 包头分行 包头包钢龙园支行 1000 0

内蒙古分行 乌海分行 乌海海南支行营业室 1000 0

内蒙古分行 乌海分行 乌海乌达支行营业室 1000 0

内蒙古分行 乌海分行 乌海海勃湾支行营业室（散币） 903 0

内蒙古分行 赤峰分行 赤峰红山支行营业室（散币） 3746 0

内蒙古分行 赤峰分行 赤峰松山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赤峰分行 赤峰昭乌达支行营业室 3000 0

内蒙古分行 满洲里分行 满洲里分行营业部（散币） 426 0

内蒙古分行 呼伦贝尔分行 呼伦贝尔新城支行 7000 0

内蒙古分行 呼伦贝尔分行 呼伦贝尔海拉尔支行营业室(散币) 6147 0

内蒙古分行 呼伦贝尔分行 呼伦贝尔牙克石支行营业室(散币) 4090 0

内蒙古分行 兴安盟分行 兴安盟乌兰浩特支行（散币） 2241 0

内蒙古分行 通辽分行 通辽明仁支行营业室（散币） 13194 0

内蒙古分行 通辽分行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6000 0

内蒙古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锡盟多伦支行 1500 0

内蒙古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锡盟西乌珠穆沁旗支行营业室 1500 0

内蒙古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锡林浩特团结大街支行 1500 0

内蒙古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锡林浩特锡林东街支行（散币） 1525 0

内蒙古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二连浩特支行营业室（散币） 2841 0

内蒙古分行 锡林郭勒盟分行 太仆寺旗支行营业室（散币） 1842 0

内蒙古分行 乌兰察布分行 乌兰察布凉城支行（散币） 6672 0

内蒙古分行 乌兰察布分行 乌兰察布工业区支行 40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东胜支行营业室（散币） 5767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东绒支行营业室（散币） 32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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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东颐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金珠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伊西街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鄂托克棋盘井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乌审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达拉特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杭锦支行 2800 0

内蒙古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鄂尔多斯准煤支行营业室 2800 0

内蒙古分行 巴彦淖尔分行 巴彦淖尔胜利南路支行（散币） 7982 0

内蒙古分行 阿拉善分行 阿拉善盟东城财富广场支行（散币） 2781 0

辽宁分行 沈阳分行 沈阳和平支行营业室 0 3600

辽宁分行 沈阳分行 沈阳沈河支行营业室 0 3600

辽宁分行 沈阳分行 沈阳大东支行营业室 0 3600

辽宁分行 沈阳分行 沈阳皇姑支行营业室 0 3720

辽宁分行 沈阳分行 沈阳中央大街支行 0 3600

辽宁分行 沈阳分行 沈阳陵北支行（散币） 0 451

辽宁分行 鞍山分行 鞍山市铁东支行营业部 0 1660

辽宁分行 鞍山分行 鞍山市铁西支行营业部 0 2000

辽宁分行 鞍山分行 鞍山立山支行营业部 0 2000

辽宁分行 鞍山分行 鞍山汇发支行营业部(散币） 0 162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河北支行营业室 0 2500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支行营业室 0 2000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望花支行营业室 0 2500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章党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011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露天支行营业室 0 2500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沈抚支行营业室 0 2500

辽宁分行 抚顺分行 抚顺前进支行 0 2500

辽宁分行 本溪分行 本溪东明支行营业室 0 3380

辽宁分行 本溪分行 本溪桓仁支行营业室 0 3160

辽宁分行 本溪分行 本溪本溪县支行营业室 0 2000

辽宁分行 本溪分行 本溪解放路支行（散币） 0 70

辽宁分行 丹东分行 丹东人民广场支行营业室 0 3440

辽宁分行 丹东分行 丹东锦山支行营业室 0 3400

辽宁分行 丹东分行 丹东聚宝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23

辽宁分行 锦州分行 锦州古塔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20

辽宁分行 锦州分行 锦州凌河支行营业室 0 5000

辽宁分行 营口分行 营口站前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461

辽宁分行 营口分行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1914

辽宁分行 营口分行 营口大石桥支行营业部 0 1500

辽宁分行 营口分行 营口盖州支行营业部 0 1500

辽宁分行 阜新分行 阜新海州支行营业部 0 2500

辽宁分行 阜新分行 阜新彰武支行营业部 0 1000

辽宁分行 阜新分行 阜新阜蒙支行营业部 0 1000

辽宁分行 阜新分行 阜新清河门支行营业部 0 600

辽宁分行 阜新分行 阜新银鹰支行（散币） 0 195

辽宁分行 辽阳分行 辽阳融兴支行营业室 0 7500

辽宁分行 辽阳分行 辽阳灯塔支行营业部 0 7520

辽宁分行 辽阳分行 辽阳辽阳县支行（散币） 0 212

辽宁分行 辽阳分行 辽阳辽化支行营业室 0 7000

辽宁分行 辽阳分行 辽阳弓长岭支行营业室 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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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分行 铁岭分行 铁岭银州支行营业室 0 6380

辽宁分行 铁岭分行 铁岭龙兴支行营业室(散币） 0 82

辽宁分行 朝阳分行 朝阳燕都支行营业室 0 6800

辽宁分行 朝阳分行 朝阳朝凤支行（散币） 0 1666

辽宁分行 盘锦分行 盘锦盘隆支行营业室 0 1860

辽宁分行 盘锦分行 盘锦辽河油田支行营业室 0 1900

辽宁分行 盘锦分行 盘锦兴隆台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27

辽宁分行 葫芦岛分行 葫芦岛东城支行（散币） 0 485

辽宁分行 葫芦岛分行 葫芦岛新华大街支行 0 8000

辽宁分行 葫芦岛分行 葫芦岛龙港支行营业室 0 10000

辽宁分行 葫芦岛分行 葫芦岛龙湾大街支行营业室 0 10000

大连分行 大连中山广场支行 大连中山广场支行营业部 0 7000

大连分行 大连二七广场支行 大连二七广场支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青泥洼桥支行 大连青泥洼桥支行营业部 0 8000

大连分行 大连西岗支行 大连西岗支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沙河口支行 大连沙河口支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春柳支行 大连春柳支行营业部（散币） 0 2810

大连分行 大连甘井子支行 大连甘井子支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旅顺口支行 大连旅顺口支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金州支行 大连金州支行营业部 0 5000

大连分行 大连普兰店支行 大连普兰店支行营业部 0 4400

大连分行 大连瓦房店支行 大连瓦房店支行营业部 0 4340

大连分行 大连星海支行 大连星海支行营业部 0 4000

大连分行 大连庄河支行 大连庄河支行营业部 0 4840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分行营业部 0 5000

吉林分行 辽源分行 辽源世纪广场支行营业室 0 1969

吉林分行 松原分行 集成支行 0 4500

吉林分行 松原分行 市行营业部 0 4500

吉林分行 松原分行 前郭支行营业部（散币） 0 5812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福祉大路支行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泰东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革新路支行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东繁荣路支行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东盛路支行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吉安路支行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农安支行营业部 0 18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德惠支行营业部 0 18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双阳支行营业部 0 18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榆树华昌路支行（散币） 0 1858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九台支行营业部 0 18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人民广场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南广场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南大街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铁道北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兴城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大经路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绿园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宽平大路支行 0 1600

第 6 页，共 16 页



工商银行第一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吉林分行 长春分行 长春康平街支行营业部 0 1600

吉林分行 白城分行 白城海明支行营业部 0 300

吉林分行 白城分行 白城长庆支行营业部 0 300

吉林分行 白城分行 白城洮北支行营业部（散币） 0 334

吉林分行 白城分行 白城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300

吉林分行 延边分行 延吉光明支行营业部（散币） 0 6470

吉林分行 延边分行 延吉明珠支行营业部 0 6000

吉林分行 四平分行 四平东路支行营业部（散币） 0 8861

吉林分行 四平分行 四平西路支行营业部 0 8000

吉林分行 白山分行 白山抚松支行营业部 0 1440

吉林分行 白山分行 白山八道江支行营业部（散币） 0 4659

吉林分行 通化分行 通化江东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062

吉林分行 通化分行 柳河支行营业室 0 300

吉林分行 通化分行 梅河口支行营业室 0 300

吉林分行 通化分行 集安支行营业室 0 320

吉林分行 通化分行 辉南东街支行 0 260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昌邑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维昌街储蓄所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南京路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物华商城支行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北大街支行营业部 0 1270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解放西路支行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哈达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新村支行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临江门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长春路支行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通潭大路储蓄所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吉林大街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延安路储蓄所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高新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会展街支行 0 20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吉林市口前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舒兰支行营业部 0 2219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磐石支行营业部 0 2548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桦甸支行营业部 0 1654

吉林分行 吉林市分行 蛟河支行营业部 0 1647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通达街支行（散币） 0 2354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河图支行营业室 0 6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和平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东直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平房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呼兰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巴彦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方正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木兰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尚志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双城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依兰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通河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宾县支行营业室 0 2000

第 7 页，共 16 页



工商银行第一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五常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延寿支行 0 2000

黑龙江分行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阿城支行营业室 0 2000

黑龙江分行 齐齐哈尔分行 齐齐哈尔龙花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128

黑龙江分行 齐齐哈尔分行 齐齐哈尔建华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齐齐哈尔分行 齐齐哈尔龙沙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齐齐哈尔分行 齐齐哈尔卜奎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齐齐哈尔分行 齐齐哈尔铁东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齐齐哈尔分行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牡丹江分行 牡丹江锦江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0221

黑龙江分行 牡丹江分行 牡丹江太平路支行营业室 0 10000

黑龙江分行 牡丹江分行 牡丹江融汇支行营业室 0 10000

黑龙江分行 牡丹江分行 牡丹江新华路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牡丹江分行 牡丹江阳明街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佳木斯分行 佳木斯中心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6283

黑龙江分行 佳木斯分行 佳木斯永和建欣支行 0 10000

黑龙江分行 佳木斯分行 佳木斯站前支行营业室 0 10000

黑龙江分行 佳木斯分行 佳木斯佳信西林支行 0 10000

黑龙江分行 大庆分行 大庆乘风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大庆分行 大庆龙南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大庆分行 大庆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大庆分行 大庆兴业支行（散币） 0 6115

黑龙江分行 鹤岗分行 鹤岗分行向秀丽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鹤岗分行 鹤岗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7279

黑龙江分行 鹤岗分行 鹤岗分行大陆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鹤岗分行 鹤岗分行绥滨支行营业室 0 3000

黑龙江分行 鹤岗分行 鹤岗分行萝北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鸡西分行 鸡西和平支行营业室（散币） 0 8879

黑龙江分行 鸡西分行 鸡西永昌支行营业室 0 8500

黑龙江分行 鸡西分行 鸡西中心大街支行营业室 0 8500

黑龙江分行 鸡西分行 鸡西鸡铁支行营业室 0 8500

黑龙江分行 双鸭山分行 双鸭山鑫兴支行营业室 （散币） 0 20108

黑龙江分行 双鸭山分行 双鸭山尖山支行营业室 0 16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新青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翠峦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金山屯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带岭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铁力松涛支行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新兴路支行营业室 0 35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林海支行营业室（散币） 0 3993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汇通支行营业室 0 35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南岔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伊春分行 伊春五营支行营业室 0 5000

黑龙江分行 七台河分行 七台河桃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7969

黑龙江分行 七台河分行 七台河勃利支行营业室 0 10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黄河路支行（散币） 0 4825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开发区支行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肇东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安达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海伦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青冈支行 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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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望奎支行 0 2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兰西支行 0 2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绥棱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明水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绥化分行 绥化庆安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黑河分行 黑龙江自贸区黑河片区支行营业室 0 7500

黑龙江分行 黑河分行 黑河中央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812

黑龙江分行 黑河分行 黑河北安支行营业室 0 4500

黑龙江分行 黑河分行 黑河五大连池支行营业室 0 4000

黑龙江分行 黑河分行 黑河嫩江支行营业室 0 5500

黑龙江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加格达奇支行（散币） 0 7008

黑龙江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加格达奇人民路支行 0 6000

黑龙江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加格达奇加铁支行 0 5000

黑龙江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加格达奇中兴支行 0 5000

黑龙江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 大兴安岭分行加格达奇曙光支行 0 5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707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槐荫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天桥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历城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大观园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长清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南章丘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平阴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济阳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济南分行 商河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淄博分行 淄博分行营业部（散币） 0 7033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泰安分行营业部 0 4149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泰安高新支行营业室 0 4000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泰安泰山支行营业室 0 4000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泰安岱岳支行营业室 0 4000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新泰支行营业室 0 3000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肥城支行营业室 0 3000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宁阳支行营业室 0 2000

山东分行 泰安分行 东平支行营业室 0 20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市中支行（散币） 0 1985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滕州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薛城支行 0 12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台儿庄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分行营业部 0 12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峄城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高新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枣庄分行 枣庄山亭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烟台分行 烟台分行营业部 0 3000

山东分行 烟台分行 烟台南大街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烟台分行 烟台西大街支行（散币） 0 3239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安丘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南关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东关支行（散币） 0 1612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奎文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分行营业部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开发支行 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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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潍城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青州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临朐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诸城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昌邑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寿光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高密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昌乐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坊子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寒亭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潍坊分行 潍坊海化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济宁分行营业部（散币） 0 10933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济宁城区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济宁兖州支行 0 4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曲阜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邹城支行 0 5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鱼台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汶上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梁山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济宁开发区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泗水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金乡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嘉祥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济宁分行 微山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菏泽分行 菏泽牡丹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0086

山东分行 菏泽分行 菏泽开发支行营业室 0 5000

山东分行 菏泽分行 菏泽高新支行营业室 0 10000

山东分行 菏泽分行 菏泽分行营业部 0 5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市中支行营业室 0 12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市中支行成都路西段分理处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兰山支行营业室 0 13492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城西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城西支行商城分理处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罗庄支行营业室 0 22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罗庄支行双月分理处 0 22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河东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沂蒙支行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沂经济开发区支行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郯城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郯城支行希望储蓄所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兰陵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兰陵中兴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莒南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莒南支行中心储蓄所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沂水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沂南支行营业室 0 15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沂南振兴支行 0 3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蒙阴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平邑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平邑支行第一储蓄所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费县支行营业室 0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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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费县支行河东分理处 0 1000

山东分行 临沂分行 临沭支行营业室 0 38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聊城昌润路支行 0 1547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聊城市中支行 0 12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聊城振兴路支行 0 12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聊城开发区支行 0 17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临清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临清支行东城分理处 0 1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高唐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聊城茌平支行 0 12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聊城茌平文化西路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冠县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冠县育才路支行 0 12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莘县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莘县燕塔支行 0 16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东阿支行 0 15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阳谷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聊城分行 阳谷支行狮子楼分理处 0 12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德州分行营业部 0 1408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德州德城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德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德州运河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齐河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禹城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平原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武城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夏津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临邑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德州陵城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宁津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乐陵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德州分行 庆云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滨州滨城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滨州分行营业部 0 15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博兴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惠民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邹平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无棣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滨州沾化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阳信支行 0 1500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滨州滨北支行（散币） 0 659

山东分行 滨州分行 滨州渤海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威海分行 荣成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威海分行 威海市中支行 0 2310

山东分行 威海分行 威海文登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威海分行 乳山支行 0 800

山东分行 东营分行 东营东城支（散币） 0 2898

山东分行 东营分行 东营胜利支行 0 2000

山东分行 日照分行 日照东港支行 0 1700

山东分行 日照分行 日照市中支行 0 1700

山东分行 日照分行 日照开发区支行 0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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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分行 日照分行 日照岚山支行 0 1500

山东分行 日照分行 五莲支行 0 1500

山东分行 日照分行 莒县支行 0 1500

山东分行 莱芜分行 莱芜分行营业部 0 2000

山东分行 莱芜分行 莱芜莱城支行 0 1000

山东分行 莱芜分行 莱芜钢城支行 0 707

青岛分行 分行营业部 青岛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1000

青岛分行 高科园支行 青岛高科园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李沧第二支行 青岛李沧第二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李沧第一支行 青岛李沧第一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南京路贵都支行 青岛南京路贵都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市北第二支行 青岛市北第二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市南第二支行 青岛市南第二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市南第四支行 青岛市南第四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市南支行 青岛市南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四方支行 青岛四方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台东支行 青岛台东支行营业部 0 1000

青岛分行 即墨支行 即墨支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胶州支行 胶州支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莱西支行 莱西支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平度支行 平度支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城阳支行 青岛城阳支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黄岛支行 青岛黄岛支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西海岸新区分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营业部 0 1200

青岛分行 山东路支行 青岛山东路支行营业部（散币） 0 1369

河南分行 郑州分行 郑州商都路支行营业室 0 8000

河南分行 郑州分行 郑州陇海路支行营业室 0 8000

河南分行 郑州分行 郑州南阳路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871

河南分行 开封分行 开封分行营业部（散币） 0 5000

河南分行 开封分行 开封豪德支行营业室 0 6894

河南分行 新乡分行 新乡新区支行营业室 0 4000

河南分行 新乡分行 新乡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230

河南分行 河南洛阳分行 洛阳分行涧西支行营业室 0 2000

河南分行 河南洛阳分行 洛阳分行廛河支行营业室 0 2000

河南分行 河南洛阳分行 洛阳分行洛龙支行 0 1953

河南分行 安阳分行 安阳行政区支行营业室 0 4000

河南分行 安阳分行 安阳分行营业部 0 4291

河南分行 河南平顶山分行 平顶山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2889

河南分行 河南平顶山分行 平顶山建东支行营业室 0 2000

河南分行 河南平顶山分行 平顶山华鹰支行营业室 0 2000

河南分行 许昌分行 许昌五一路支行营业室 0 4500

河南分行 许昌分行 许昌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687

河南分行 河南焦作分行 焦作分行营业部 0 3300

河南分行 河南焦作分行 焦作马村支行 0 3323

河南分行 鹤壁分行 鹤壁淇滨支行营业室 0 8000

河南分行 鹤壁分行 鹤壁长风路支行营业室 0 2954

河南分行 漯河分行 漯河分行营业部 0 4019

河南分行 漯河分行 漯河铁东支行营业室 0 4000

河南分行 漯河分行 漯河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0 4000

河南分行 濮阳分行 濮阳分行营业部 0 7485

河南分行 濮阳分行 濮阳濮东支行营业室 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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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分行 三门峡分行 三门峡分行营业部 0 4321

河南分行 三门峡分行 湖滨支行营业室 0 3600

河南分行 三门峡分行 卢氏支行营业室 0 2000

河南分行 河南南阳分行 南阳行政支行营业室 0 4135

河南分行 河南南阳分行 南阳分行营业部 0 8000

河南分行 河南驻马店分行 河南驻马店分行营业部 0 10000

河南分行 河南驻马店分行 河南驻马店分行高铁支行 0 8081

河南分行 商丘分行 商丘分行营业部 0 8841

河南分行 商丘分行 商丘睢阳支行营业室 0 5000

河南分行 周口分行 周口川汇支行营业室 0 4034

河南分行 周口分行 周口铁路支行营业室 0 3000

河南分行 信阳分行 信阳分行营业部(散币) 0 9511

河南分行 信阳分行 信阳分行平桥支行营业室 0 8000

河南分行 济源分行 济源分行营业部 0 2508

西藏分行 西藏分行营业部 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900 3177

西藏分行 林芝分行 林芝分行 2200 8447

西藏分行 拉萨色拉路支行 拉萨色拉路支行 300 1200

西藏分行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600 700

西藏分行 昌都分行 昌都分行 2200 2313

西藏分行 拉萨东城支行 拉萨东城支行 700 800

西藏分行 那曲分行 那曲分行 1400 4089

西藏分行 山南分行 山南分行 1400 5549

陕西分行 铜川分行 金谟路支行 20000 0

陕西分行 铜川分行 耀州区支行 10000 0

陕西分行 铜川分行 王益区支行 10000 0

陕西分行 铜川分行 宜君县支行 2725 0

陕西分行 宝鸡分行 宝鸡大庆路支行 11104 0

陕西分行 咸阳分行 咸阳人民中路支行(散币) 1007 0

陕西分行 咸阳分行 咸阳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支行(散币） 2000 0

陕西分行 渭南分行 渭南临渭区支行（散币） 6944 0

陕西分行 渭南分行 渭南华州区城南支行 5000 0

陕西分行 汉中分行 汉中人民路支行 2600 0

陕西分行 汉中分行 汉中北团结街支行 2546 0

陕西分行 安康分行 安康解放路支行 10000 0

陕西分行 安康分行 安康江北支行（散币） 5748 0

陕西分行 商洛分行 陕西商洛北新街支行 5533 0

陕西分行 延安分行 东方红大道支行 2500 0

陕西分行 延安分行 师范路支行（散币） 1370 0

陕西分行 榆林分行 榆林金沙路支行（散币） 2945 0

陕西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长庆支行 6745 0

陕西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雁南四路支行 4728 0

陕西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洪庆支行 6922 0

陕西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团结南路支行 6793 0

陕西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解放路支行 4206 0

陕西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西大街支行 4918 0

甘肃分行 嘉峪关分行 嘉峪关分行营业室 0 456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金城支行营业室 0 6000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东岗支行营业室 0 8391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城关支行营业室 0 6000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七里河支行营业室 0 6000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西固支行营业室 0 6000

第 13 页，共 16 页



工商银行第一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安宁支行营业室 0 6000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八一支行营业室 0 6000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新区支行营业室 0 4000

甘肃分行 兰州分行 兰州中山支行 0 4000

甘肃分行 白银分行 白银分行营业室 0 4509

甘肃分行 金昌分行 金昌分行营业室 0 2554

甘肃分行 天水分行 天水分行营业室 0 5544

甘肃分行 定西分行 定西分行营业室 0 5250

甘肃分行 平凉分行 平凉分行营业室 0 5392

甘肃分行 庆阳分行 庆阳分行营业室 0 4612

甘肃分行 武威分行 武威分行营业室 0 5136

甘肃分行 陇南分行 陇南分行营业室 0 8537

甘肃分行 张掖分行 张掖甘州支行 0 1773

甘肃分行 酒泉分行 酒泉肃州支行 0 180

甘肃分行 临夏分行 临夏分行营业室 0 1199

甘肃分行 甘南分行 甘南分行营业室 0 6996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城东支行营业室 0 13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城中支行营业室 0 13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城西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6016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西门口支行 0 13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城北支行营业室 0 13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湟中支行营业室 0 7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西宁大通支行营业室 0 8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海东分行营业室 0 7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互助支行营业室 0 7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乐都支行营业室 0 7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民和支行营业室 0 700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格尔木支行营业室 0 870

青海分行 青海分行 海西支行营业室 0 3121

宁夏分行 宁夏分行营业部 宁夏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20488

宁夏分行 银川西城支行 银川民族南街支行 0 18400

宁夏分行 永宁支行 永宁支行营业室 0 8000

宁夏分行 贺兰支行 贺兰支行营业室 0 8000

宁夏分行 石嘴山支行 石嘴山支行营业室 0 21543

宁夏分行 惠农支行 惠农支行营业室 0 6700

宁夏分行 平罗支行 平罗支行营业室 0 5895

宁夏分行 吴忠支行 吴忠支行营业室 0 8312

宁夏分行 青铜峡支行 青铜峡支行营业室 0 5600

宁夏分行 盐池支行 盐池支行营业室 0 4640

宁夏分行 同心支行 同心支行营业室 0 837

宁夏分行 中卫支行 中卫支行营业室 0 4451

宁夏分行 中宁支行 中宁支行营业室 0 611

宁夏分行 固原支行 固原支行营业室 0 1257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明德路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37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友好路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新民路支行营业室（散币） 0 3835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南湖广场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米东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二道桥支行营业室 0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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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铁道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 0 3800

新疆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营业室 0 3800

新疆分行 克拉玛依石油分行 克拉玛依大十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3500

新疆分行 克拉玛依石油分行 克拉玛依东风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克拉玛依石油分行 克拉玛依独山子支行营业室 0 4574

新疆分行 昌吉分行 昌吉分行营业部 0 7076

新疆分行 昌吉分行 昌吉玛纳斯支行营业部 0 4642

新疆分行 昌吉分行 昌吉呼图壁支行营业部 0 1707

新疆分行 昌吉分行 昌吉阜康支行营业部 0 5760

新疆分行 昌吉分行 昌吉奇台支行营业部 0 5212

新疆分行 吐鲁番分行 吐鲁番分行营业部 0 4248

新疆分行 吐鲁番分行 吐鲁番鄯善支行营业室 0 2000

新疆分行 吐鲁番分行 吐鲁番托克逊支行营业室 0 1500

新疆分行 伊犁分行 伊犁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5107

新疆分行 伊犁分行 伊犁伊宁市合作区支行 0 5000

新疆分行 伊犁分行 伊犁奎屯支行营业室 0 465

新疆分行 塔城分行 塔城分行营业部 0 6811

新疆分行 塔城分行 额敏支行营业部 0 800

新疆分行 塔城分行 乌苏支行营业部 0 1060

新疆分行 塔城分行 沙湾支行营业部 0 900

新疆分行 阿勒泰分行 阿勒泰解放路支行 0 5110

新疆分行 阿勒泰分行 阿勒泰富蕴支行营业室 0 3250

新疆分行 博州分行 博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5000

新疆分行 博州分行 博州北京路支行 0 4001

新疆分行 博州分行 博州精河支行营业室 0 1043

新疆分行 博州分行 博州阿拉山口支行营业室 0 684

新疆分行 巴州分行 巴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5712

新疆分行 巴州分行 库尔勒萨依巴格路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巴州分行 库尔勒人民东路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巴州分行 巴州焉耆支行营业室 0 200

新疆分行 巴州分行 巴州轮台支行营业室 0 200

新疆分行 哈密分行 哈密分行营业室(散币) 0 4386

新疆分行 哈密分行 哈密火车站支行 0 4100

新疆分行 哈密分行 哈密百花路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哈密分行 哈密石油支行 0 1000

新疆分行 喀什分行 喀什分行营业室 0 4397

新疆分行 喀什分行 喀什托克扎克路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阿克苏分行 阿克苏库车支行营业室 0 1000

新疆分行 阿克苏分行 阿克苏拜城支行营业室 0 800

新疆分行 阿克苏分行 阿克苏沙雅支行营业室 0 800

新疆分行 阿克苏分行 阿克苏阿拉尔支行 0 800

新疆分行 阿克苏分行 新疆阿克苏分行国泰路支行 0 1500

新疆分行 阿克苏分行 阿克苏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316

新疆分行 和田分行 和田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350

新疆分行 和田分行 和田北京西路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和田分行 和田东方红支行 0 2000

新疆分行 石河子分行 石河子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545

新疆分行 石河子分行 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2500

新疆分行 石河子分行 石河子百大城支行 0 2500

新疆分行 石河子分行 石河子西环路支行 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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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分行 克州分行 克州分行营业部 0 5164

新疆分行 克州分行 克州阿克陶支行 0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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