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银行第二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上海分行 崇明支行 崇明新城支行 0 5604

上海分行 南汇支行 南汇支行营业部 0 6500

上海分行 浦东分行 浦东东昌支行 0 9270

上海分行 浦东开发区支行 浦开发支行营业厅 0 9796

上海分行 世博支行 世博周家渡支行 0 10937

上海分行 张江科技支行 张江科技龙东大道支行 0 5007

上海分行 自贸试验区分行 自贸外高桥支行 0 5041

上海分行 卢湾支行 卢湾长乐路支行 0 9792

上海分行 长宁支行 长宁虹桥机场支行 0 9862

上海分行 闵行支行 闵行支行营业厅 0 10813

上海分行 金山支行 金山支行营业厅 0 5465

上海分行 奉贤支行 奉贤青村支行 0 5439

上海分行 示范区支行 示范区支行营业厅 0 5673

上海分行 松江支行 松江广富林路支行 0 6578

上海分行 徐汇支行 徐汇医学院路支行 0 10555

上海分行 黄浦支行 黄浦南京东路第一支行 0 10114

上海分行 宝山支行 宝山共康支行 0 8729

上海分行 虹口支行 虹口支行营业厅 0 9295

上海分行 嘉定支行 嘉定清河路支行 0 6715

上海分行 静安支行 静安曹家渡支行 0 8948

上海分行 普陀支行 普陀支行营业厅 0 10763

上海分行 杨浦支行 杨浦昆明路支行 0 9854

上海分行 闸北支行 闸北天目东路支行 0 10085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宜兴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江阴支行营业部 0 3500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江阴夏港支行 0 2000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3314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圆融支行 0 3000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滨湖支行营业室 0 3000

江苏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五星家园支行 0 2000

江苏分行 镇江分行 丹阳界牌支行 0 1500

江苏分行 镇江分行 句容新东方支行 0 1500

江苏分行 镇江分行 扬中车站支行 0 1300

江苏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新区支行营业处 0 2000

江苏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中山支行营业室 0 2046

江苏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高新区支行 0 1500

江苏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新区支行营业室 0 3000

江苏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钟楼支行营业室 0 3000

江苏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4677

江苏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武进支行营业室 0 3000

江苏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经开区支行营业室 0 3000

江苏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4758

江苏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4700

江苏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淮海东路支行营业室 0 4700

江苏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淮海西路支行营业室 0 4700

江苏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鼓楼支行营业室 0 4700

江苏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铜山支行营业室 0 47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1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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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新浦支行营业室 0 5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新区支行营业室 0 7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连云支行营业室 0 8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海州支行营业室 0 5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5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赣榆支行营业室 0 10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东海支行营业室 0 10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灌云支行营业室 0 10000

江苏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灌南支行营业室 0 8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宝应支行营业室 0 4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高邮支行营业室 0 4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江都支行营业室 0 4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仪征支行营业室 0 4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琼花支行营业部 0 8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栖月苑支行 0 6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维扬支行 0 600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分行营业部 0 17420

江苏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东关支行 0 6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分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开发区支行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城南支行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黄海支行 0 2817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盐都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亭湖支行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东台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大丰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射阳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建湖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阜宁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响水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市滨海支行营业部 0 20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新区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楚州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涟水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洪泽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金湖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北京南路支行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城中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盱眙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4519

江苏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城北支行营业室 0 26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营业部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港闸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城南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如皋支行营业室 0 4795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通州支行营业室 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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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如东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海安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海门支行营业室 0 4800

江苏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启东支行营业室 0 4630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海陵支行营业部 0 3028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新区支行营业部 0 3100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高港口岸支行 0 2500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靖江新区支行 0 3200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泰兴大庆支行 0 3200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兴化支行营业部 0 3200

江苏分行 泰州分行 姜堰华东五金城支行 0 3200

江苏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分行八一路支行 0 7673

江苏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分行新区支行 0 7000

江苏分行 宿迁分行 沭阳支行营业部 0 6000

江苏分行 宿迁分行 泗洪城东支行 0 6000

江苏分行 宿迁分行 泗阳支行营业部 0 6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城西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山西路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浦口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城北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六合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溧水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城南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雨花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紫东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下关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科技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高淳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城东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玄武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江宁支行营业室 0 200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汉府支行营业室 0 2750

江苏分行 南京分行 南京新街口支行营业室 0 2000

苏州分行 苏州道前支行 苏州阊胥路支行（散币） 0 2931

苏州分行 苏州园区支行 苏州园区支行营业室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留园支行 苏州留园支行营业部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吴中支行 苏州吴中支行营业室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相城支行 苏州相城支行营业部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新区支行 苏州新区支行营业室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苏州长三角示范区分行营业部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昆山分行 苏州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散币） 0 4528

苏州分行 苏州太仓支行 苏州太仓支行营业室 0 2700

苏州分行 苏州常熟支行 苏州常熟支行营业室（散币） 0 3710

苏州分行 苏州张家港分行 苏州张家港分行营业部（散币） 0 3929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良渚支行 0 1980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余杭支行 0 2019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科创支行 0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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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富阳支行 0 2469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临安支行 0 1038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桐庐支行 0 2023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建德支行 0 974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淳安支行 0 4991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营业部 0 12680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半山支行（散币） 0 798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城站支行 0 10000

浙江分行 杭州分行 高新支行 0 10000

浙江分行 萧山分行 萧山分行 0 2725

浙江分行 萧山分行 杭州江东支行 0 1000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市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587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鹿城支行营业部 0 1600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瓯海支行营业部 0 1600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龙湾支行营业部 0 1600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瑞安支行营业部 0 1044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乐清支行营业部 0 966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平阳支行营业部 0 1609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苍南支行营业部 0 1536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龙港支行营业部 0 427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永嘉支行营业部 0 1000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文成支行营业部 0 870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泰顺支行营业部 0 1177

浙江分行 温州分行 洞头支行营业部 0 570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2000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南湖支行营业室 0 2340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秀洲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18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营业部 0 1828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桐乡支行营业部 0 1522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平湖支行营业部 0 2027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宁支行营业部 0 3238

浙江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盐支行营业部 0 1653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1520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经济开发区仁皇山支行（散币） 0 158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1000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吴兴支行营业部 0 1200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南浔支行营业部 0 1000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织里支行营业部 0 1000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长兴支行营业部 0 991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德清支行营业部 0 606

浙江分行 湖州分行 安吉支行营业部 0 2112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定海支行营业部 0 702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营业部 0 500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自贸试验区支行营业部（散币） 0 32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朱家尖支行 0 165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普陀山支行 0 539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普陀支行营业部 0 432

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岱山支行营业部 0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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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分行 舟山分行 嵊泗支行营业部 0 19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792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椒江支行营业部 0 120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50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路桥支行营业部 0 120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黄岩支行营业部 0 140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玉环支行营业部 0 1659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温岭支行营业部 0 162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三门南山支行 0 4325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临海支行营业部 0 2216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临海杜桥支行 0 1000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天台支行营业部 0 3844

浙江分行 台州分行 仙居支行营业部 0 4658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婺城支行营业部（散币） 0 450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 6300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兰溪支行营业部 0 3028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浦江支行营业部 0 1517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武义支行营业部 0 1002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永康支行营业部 0 2603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东阳支行营业部 0 2588

浙江分行 金华分行 磐安支行营业部 0 2603

浙江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营业部营业室 0 1495

浙江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商城一区支行 0 1000

浙江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港城支行营业部 0 1000

浙江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3980

浙江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南区支行（散币） 0 99

浙江分行 衢州分行 常山支行营业室 0 588

浙江分行 衢州分行 开化支行营业室 0 726

浙江分行 衢州分行 龙游支行营业室 0 1013

浙江分行 衢州分行 江山支行营业室 0 1156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丽水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113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丽水莲都支行营业室 0 3300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青田支行营业室 0 941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云和支行营业室 0 9296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龙泉支行营业室 0 648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缙云支行营业室 0 1181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景宁支行 0 1222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遂昌支行营业室 0 645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庆元支行 0 667

浙江分行 丽水分行 松阳支行 0 6506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营业部本级营业室 0 2100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袍江营业部 0 1500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支行营业部 0 1500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越城支行营业部（散币） 0 1135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上虞营业部 0 2499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嵊州营业部 0 1294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新昌支行营业部 0 1194

浙江分行 绍兴分行 诸暨营业部 0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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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0 1070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新城支行营业部（散币） 0 1434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镇海支行营业部 0 645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北仑分行营业部 0 3338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慈溪分行营业部 0 1105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杭州湾新区支行营业部 0 68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余姚分行营业部 0 146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奉化支行营业部 0 1105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海支行营业部 0 574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象山支行营业部 0 798

安徽分行 池州分行 池州浦西支行营业室 0 2532

安徽分行 池州分行 池州城建支行营业室 0 2000

安徽分行 淮南分行 淮南城建支行营业室 0 3064

安徽分行 淮北分行 淮北牡丹支行营业室 0 3783

安徽分行 滁州分行 滁州琅琊支行营业室 0 5306

安徽分行 滁州分行 滁州汇通支行营业室 0 5000

安徽分行 滁州分行 滁州龙蟠支行 0 5000

安徽分行 滁州分行 滁州丰乐支行营业室 0 5000

安徽分行 黄山分行 黄山荷花池支行营业室 0 3362

安徽分行 安庆分行 安庆人民路支行营业室 0 5000

安徽分行 安庆分行 安庆石化集贤支行营业室 0 5000

安徽分行 安庆分行 安庆华中路支行 0 4507

安徽分行 宣城分行 宣城龙首支行营业室 0 2355

安徽分行 宣城分行 宣城广德支行营业室 0 1500

安徽分行 宣城分行 宣城宁国支行营业室 0 1500

安徽分行 铜陵分行 铜陵石城路支行 0 4601

安徽分行 芜湖分行 芜湖赭山支行 0 6177

安徽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绿洲花园支行 0 18000

安徽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19463

安徽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采石支行 0 18000

安徽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四村支行 0 18000

安徽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汇通支行营业室 0 16000

安徽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东苑支行 0 18000

安徽分行 六安分行 六安佛子岭路支行营业室 0 4415

安徽分行 六安分行 六安开发区支行 0 4000

安徽分行 六安分行 六安金寨江店支行 0 4000

安徽分行 阜阳分行 阜阳颍东营业室 0 4540

安徽分行 阜阳分行 阜阳颍泉瑶海支行 0 4540

安徽分行 阜阳分行 阜阳颍州清河支行 0 4520

安徽分行 阜阳分行 阜阳牡丹营业室 0 4546

安徽分行 亳州分行 亳州分行营业部 0 10084

安徽分行 亳州分行 亳州火车站支行 0 10000

安徽分行 亳州分行 亳州新华路支行 0 10850

安徽分行 亳州分行 亳州谯陵支行 0 10000

安徽分行 亳州分行 亳州丰水源支行 0 10000

安徽分行 蚌埠分行 蚌埠中山支行 0 7763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庐江四牌楼支行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巢湖草城支行 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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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长丰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庐东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肥东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滨湖支行营业室 0 2667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蜀山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金寨路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长东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四牌楼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包河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望江路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和平路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合肥分行 合肥新站区支行营业室 0 2600

安徽分行 宿州分行 宿州淮海支行 0 10496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福州闽都支行营业部 0 1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福州鼓楼支行营业部 0 1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福州吉祥支行营业部（散币） 0 12739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福清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连江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长乐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永泰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闽侯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罗源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州分行 闽清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分行 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分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江滨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169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元城支行营业室 0 188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沙县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永安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尤溪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大田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明溪支行营业室 0 8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清流支行营业室 0 8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宁化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将乐支行营业室 0 8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泰宁支行营业室 0 800

福建分行 三明分行 福建三明建宁支行营业室 0 800

福建分行 莆田分行 莆田分行营业部（散币） 0 10710

福建分行 莆田分行 莆田涵江支行营业室 0 5500

福建分行 莆田分行 莆田仙游支行营业室 0 55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1291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建阳支行营业室 0 16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邵武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建瓯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浦城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顺昌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松溪支行营业室 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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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武夷山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光泽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南平分行 南平政和支行营业室 0 14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福安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蕉城支行 0 2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分行营业部（散币） 0 3149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柘荣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古田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屏南支行营业室 0 1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寿宁支行 0 1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福鼎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霞浦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宁德分行 宁德周宁支行 0 1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337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鲤城支行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惠安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泉港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晋江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南安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安溪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永春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德化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泉州分行 泉州石狮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龙江支行营业室 0 2500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芗城支行营业室 0 2500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598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龙文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2000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云霄支行营业室 0 1500

福建分行 漳州分行 漳州平和支行 0 15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上杭支行营业部 0 15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龙津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连城支行营业部 0 10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永定支行营业部 0 15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漳平支行营业部 0 10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长汀支行营业部 0 15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岩城支行营业部（散币） 0 2461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福建龙岩龙腾支行 0 10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武平支行 0 15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龙岩新罗支行营业部 0 2000

福建分行 龙岩分行 福建龙岩莲东支行 0 1000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 厦门美仁宫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5941

江西分行 南昌分行 南昌洗马池支行（散币） 0 17790

江西分行 南昌分行 南昌百花洲支行 0 20000

江西分行 景德镇分行 景德镇瓷都大道支行（散币） 0 3882

江西分行 萍乡分行 安源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3297

江西分行 新余分行 新余暨阳支行（散币） 0 2917

江西分行 鹰潭分行 鹰潭四海支行（散币） 0 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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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分行 九江分行 九江浔中支行（散币） 0 16352

江西分行 宜春分行 袁州支行（散币） 0 15828

江西分行 吉安分行 吉安广场支行（散币） 0 17910

江西分行 赣州分行 赣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8615

江西分行 抚州分行 文昌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3621

江西分行 上饶分行 上饶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0106

湖北分行 鄂州分行 鄂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8253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麻城支行营业室 0 9000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罗田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浠水支行营业室 0 9000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蕲春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团风支行营业室 0 9000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黄冈黄州支行营业室 0 9000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黄冈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散币） 0 9159

湖北分行 黄冈分行 黄冈长江支行 0 9000

湖北分行 黄石分行 黄石天津路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070

湖北分行 黄石分行 黄石阳新支行营业室 0 1000

湖北分行 黄石分行 黄石铁山支行营业室 0 4000

湖北分行 荆州分行 荆州城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6780

湖北分行 荆州分行 荆州沙市恒生支行 0 6000

湖北分行 荆州分行 荆州汇通支行营业室 0 6000

湖北分行 荆州分行 潜江向阳支行（散币） 0 2090

湖北分行 荆州分行 荆州仙桃支行营业部（散币） 0 2071

湖北分行 十堰分行 十堰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8434

湖北分行 十堰分行 十堰东汽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北分行 十堰分行 十堰三堰支行 0 6000

湖北分行 十堰分行 神农架林区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40

湖北分行 随州分行 随州广水支行营业室 0 3000

湖北分行 随州分行 随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6699

湖北分行 襄阳分行 襄阳分行襄城支行营业室（散币） 0 5158

湖北分行 襄阳分行 襄阳分行樊西支行营业室 0 5000

湖北分行 孝感分行 孝感分行孝天三江支行 0 4000

湖北分行 孝感分行 孝感分行城东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064

湖北分行 孝感分行 孝感分行应城支行营业室 0 1000

湖北分行 孝感分行 孝感分行汉川支行营业室 0 1000

湖北分行 咸宁分行 咸宁赤壁新街口支行 0 2400

湖北分行 咸宁分行 咸宁崇阳支行 0 2200

湖北分行 咸宁分行 咸宁泉山支行（散币） 0 6450

湖北分行 荆门分行 荆门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8020

湖北分行 荆门分行 荆门石化工业区支行营业室 0 7000

湖北分行 荆门分行 荆门天门东湖支行（散币） 0 3105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硚口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汉阳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武昌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关山支行（散币） 0 8487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江夏支行营业室 0 5000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蔡甸支行营业室 0 5000

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黄陂支行营业室 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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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分行 武汉分行 武汉新洲支行营业室 0 5000

湖北分行 恩施分行 恩施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320

湖北分行 三峡分行 三峡分行宜昌自贸区支行营业室（散币） 0 9838

湖南分行 怀化分行 怀化辰溪支行营业室（散币） 0 3799

湖南分行 怀化分行 怀化迎丰支行 0 7000

湖南分行 岳阳分行 岳阳巴陵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392

湖南分行 岳阳分行 岳阳平江支行营业室 0 4000

湖南分行 衡阳分行 衡阳城北支行营业室  (散币) 0 7859

湖南分行 衡阳分行 衡阳南岳支行营业室  0 4000

湖南分行 张家界分行 张家界永定支行营业室（散币） 1680 15167

湖南分行 张家界分行 张家界大庸桥支行 1000 9000

湖南分行 张家界分行 张家界慈利支行营业室 600 5400

湖南分行 常德分行 常德武陵支行营业室 0 8000

湖南分行 常德分行 常德石门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807

湖南分行 益阳分行 益阳沅江支行营业室 0 2000

湖南分行 益阳分行 益阳桃花仑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951

湖南分行 长沙分行 长沙宁乡支行营业室 0 2000

湖南分行 长沙分行 长沙浏阳支行营业室 0 2000

湖南分行 长沙分行 长沙星沙支行营业室 0 2000

湖南分行 长沙分行 长沙东升支行营业室（散币） 3607 11400

湖南分行 长沙分行 长沙银迅支行营业室 3600 11400

湖南分行 娄底分行 娄底分行商业街支行 700 6300

湖南分行 娄底分行 娄底涟源支行营业室（散币） 400 3549

湖南分行 湘西分行 湘西吉首人民路支行营业室(散币） 2603 10000

湖南分行 湘西分行 湘西吉首乾州支行营业室 0 10000

湖南分行 湘西分行 湘西凤凰支行 0 3400

湖南分行 邵阳分行 邵东支行营业室 0 4000

湖南分行 邵阳分行 邵阳西湖支行营业室 0 4000

湖南分行 邵阳分行 邵阳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4818

湖南分行 湘潭分行 湘潭湘江支行(散币） 0 2883

湖南分行 湘潭分行 湘潭湘潭县支行 0 2500

湖南分行 湘潭分行 湘潭湘乡支行 0 2500

湖南分行 永州分行 永州市冷水滩支行营业室（散币） 1067 10000

湖南分行 永州分行 永州市祁阳支行营业室 300 2700

湖南分行 郴州分行 郴州安仁支行营业室 0 3000

湖南分行 郴州分行 郴州苏仙高新支行（散币） 1100 6868

湖南分行 株洲分行 株洲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389

湖南分行 株洲分行 株洲醴陵支行营业室 0 4000

广东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散币） 2000 10993

广东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斗门支行营业室 0 3000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分行营业部（散币） 800 1026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潮南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澄海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金樟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达濠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南澳支行 0 1000

广东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潮阳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潮州分行 潮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800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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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行 潮州分行 潮州潮安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潮州分行 潮州饶平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仁化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南门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西河支行营业室 500 10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风采支行营业室 50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分行营业部（散币） 500 1055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南雄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始兴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翁源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曲江支行营业室 500 10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新丰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乐昌支行营业室 500 10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乳源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碧桂园支行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碧水花城支行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金沙支行 0 1500

广东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保利中悦支行 0 15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建设支行(散币) 400 6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东源支行 0 3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和平支行营业室 0 3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连平支行营业室 0 3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紫金支行营业室 0 3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龙川支行营业室 0 300

广东分行 河源分行 河源兴源东支行 0 6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1200 2334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梅江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兴宁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五华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丰顺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蕉岭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大埔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平远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梅县大新城支行 0 2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1300 2068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富力国际中心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惠城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江南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大亚湾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滨海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惠阳支行营业室 0 16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惠东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博罗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龙门支行营业室 0 800

广东分行 汕尾分行 汕尾分行营业部（散币） 200 715

广东分行 汕尾分行 汕尾海丰支行营业室 0 400

广东分行 汕尾分行 汕尾陆丰支行营业室 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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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行 汕尾分行 汕尾陆河支行营业室 0 4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东城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虎门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常平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南城支行营业室 1000 20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厚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304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松山湖支行 0 20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长安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塘厦支行营业室 400 19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分行营业部 1000 2000

广东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凤岗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银苑支行营业室（散币） 1100 2625

广东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小榄支行营业室 0 3000

广东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三乡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城北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分行营业部（散币） 1400 3874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恩平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鹤山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开平东兴支行 0 1500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台山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新会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江海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2100 3142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高新支行营业室 0 22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南海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平洲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顺德支行营业室 0 23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乐从支行营业室 0 22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三水支行营业室 0 2200

广东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高明支行营业室 0 2200

广东分行 阳江分行 阳江分行营业部（散币） 2000 6584

广东分行 阳江分行 阳江阳春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阳江分行 阳江江城支行营业室 0 3200

广东分行 阳江分行 阳江阳东支行营业室 0 32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分行营业部（散币） 1800 2531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霞山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坡头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0 20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遂溪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徐闻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雷州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廉江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湛江分行 湛江吴川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茂名分行 茂名分行营业部（散币） 1000 5591

广东分行 茂名分行 茂名高州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茂名分行 茂名化州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茂名分行 茂名电白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茂名分行 茂名信宜支行营业室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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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鼎湖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四会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德庆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广宁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封开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怀集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高要支行营业室 0 7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高新区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第一支行营业室（散币） 700 389

广东分行 肇庆分行 肇庆端州支行营业室 0 6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分行营业部（散币） 1600 179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新城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石角支行 0 15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清新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佛冈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连山支行 0 10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英德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清城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连州支行营业室 0 15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阳山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东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连南支行营业室 0 1000

广东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分行营业部（散币） 1000 3894

广东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东山支行营业室 0 3000

广东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榕城支行营业室 0 3000

广东分行 云浮分行 云浮分行营业部（散币） 500 1689

广东分行 云浮分行 云浮罗定支行营业部 0 1000

广东分行 云浮分行 云浮郁南支行营业部 0 1000

广东分行 云浮分行 云浮新兴支行营业部 0 1000

广州分行 广州天平架支行 广州天平架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云山支行 广州云山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从化支行 广州从化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华南支行 广州华南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番禺支行 广州番禺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大道支行 广州大道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同福中路支行 广州同福中路支行营业室 1000 5365

广州分行 广州花都分行 广州花都分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黄埔支行 广州黄埔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广州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芳村支行 广州芳村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荔湾支行 广州荔湾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南沙分行 广州南沙分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天河支行 广州天河支行营业室 1000 5200

广州分行 广州花城支行 广州花城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五羊支行 广州五羊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第二支行 广州第二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流花支行 广州流花支行营业室 1000 5200

广州分行 广州增城支行 广州增城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广州分行 广州新塘支行 广州新塘支行营业室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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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行 深圳宝安支行 宝安支行营业部 0 6000

深圳分行 深圳新沙支行 新沙支行营业部 0 5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分行营业部 0 7029

深圳分行 深圳红围支行 红围支行营业部 0 6000

深圳分行 深圳龙华支行 龙华支行营业部 0 6000

深圳分行 深圳喜年支行 喜年支行营业部 0 5000

深圳分行 深圳布吉支行 布吉支行营业部 0 5000

深圳分行 深圳高新园支行 华润城支行 0 6000

深圳分行 深圳华强支行 华强支行营业部 0 5000

深圳分行 深圳南山支行 南山支行营业部 0 5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五象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304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南湖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琅东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江南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高新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共和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新城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南宁分行 南宁民族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高新科技支行营业室 0 11909

广西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市阳桥支行（散币） 0 6209

广西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市城北支行 0 3500

广西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市西城支行 0 3500

广西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市屏风支行 0 3500

广西分行 梧州分行 梧州分行营业部 0 2699

广西分行 北海分行 北海分行营业部 0 3345

广西分行 玉林分行 玉林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1100

广西分行 玉林分行 玉林市胜利路支行 0 1100

广西分行 玉林分行 北流市支行营业室 0 1127

广西分行 河池分行 河池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0 4000

广西分行 河池分行 河池市宜州支行营业室 0 4083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市右江支行营业室 0 1720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000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市新兴支行 0 1000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市东笋支行 0 1000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市向阳支行 0 1000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市城东支行 0 1000

广西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市龙景支行 0 1000

广西分行 来宾分行 来宾市兴宾支行 0 1593

广西分行 钦州分行 钦州安州支行（散币） 0 5209

广西分行 崇左分行 凭祥分行营业室 0 1000

广西分行 崇左分行 崇左市江州支行（散币） 0 2258

广西分行 贺州分行 贺州建设路支行（散币） 0 2342

广西分行 贺州分行 贺州钟山县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西分行 贺州分行 贺州富川县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西分行 贺州分行 贺州昭平县支行营业室 0 1200

广西分行 贵港分行 广西贵港市贵城支行营业室（散币） 0 8124

广西分行 防城港分行 上思县支行营业部 0 1000

广西分行 防城港分行 防城港市港口支行（散币） 0 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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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分行 防城港分行 防城港防城支行营业部 0 1800

广西分行 防城港分行 东兴市支行营业部 0 1000

海南分行 海口国贸支行 海口国贸支行营业室 0 12000

海南分行 海口海甸支行 海口海甸支行营业室 0 12000

海南分行 海口琼山支行 海口琼山支行营业室 0 11000

海南分行 海口新华支行 海口新华支行营业室 0 12000

海南分行 海口秀英支行 海口秀英支行营业室 0 12000

海南分行 海南分行营业部 海南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散币) 0 11896

海南分行 海口世贸支行 海口世贸支行 0 6000

海南分行 海南儋州分行 海南儋州分行营业部(散币) 0 1548

海南分行 海南三亚分行 三亚分行营业部(散币) 0 3771

海南分行 海南五指山支行 海南五指山支行(散币) 0 504

海南分行 海南文昌支行 海南文昌支行营业室(散币) 0 600

海南分行 海南琼海支行 海南琼海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71

海南分行 海南万宁支行 海南万宁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622

海南分行 海南定安支行 海南定安支行营业室(散币) 0 3120

海南分行 海南屯昌支行 海南屯昌支行(散币) 0 620

海南分行 海南澄迈支行 海南澄迈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72

海南分行 海南临高支行 海南临高支行(散币) 0 2470

海南分行 海南陵水支行 海南陵水支行营业室(散币) 0 440

海南分行 海南保亭支行 海南保亭支行(散币) 0 869

海南分行 海南乐东支行 海南乐东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25

海南分行 海南琼中支行 海南琼中支行(散币) 0 637

海南分行 海南东方支行 海南东方支行营业室(散币) 0 572

海南分行 海南昌江支行 海南昌江支行营业室(散币) 0 926

海南分行 海南白沙支行 海南白沙支行(散币) 0 100

海南分行 海南洋浦分行 洋浦分行营业部(散币) 0 143

重庆分行 巴南支行 巴南支行 0 4619

重庆分行 江津支行 綦江支行 0 3101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城口支行 0 1423

重庆分行 涪陵分行 垫江支行 0 3480

重庆分行 涪陵分行 丰都支行 0 1614

重庆分行 黔江分行 石柱支行 0 2072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奉节支行 0 681

重庆分行 涪陵分行 涪陵枳城支行 0 3647

重庆分行 合川支行 合川合阳支行 0 7777

重庆分行 璧山支行 璧山支行 0 2731

重庆分行 江津支行 江津支行 0 3776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开州支行 0 908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梁平支行 0 886

重庆分行 涪陵分行 南川支行 0 2040

重庆分行 黔江分行 彭水支行 0 3996

重庆分行 黔江分行 黔江分行 0 3217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万州太白支行 0 2918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巫山支行 0 640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巫溪支行 0 964

重庆分行 涪陵分行 武隆支行 0 15240

重庆分行 黔江分行 秀山支行 0 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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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行 永川支行 永川支行 0 4624

重庆分行 黔江分行 酉阳支行 0 5401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云阳支行 0 1121

重庆分行 长寿支行 长寿支行 0 4154

重庆分行 万州分行 忠县支行 0 13980

重庆分行 九龙坡支行 西郊支行 0 5407

重庆分行 渝北支行 财富广场支行 0 6000

重庆分行 渝中支行 朝天门支行 0 8000

重庆分行 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0 10000

重庆分行 江北支行 建新东路支行 0 6000

四川分行 攀枝花分行 攀枝花分行营业部（散币） 0 3187

四川分行 自贡分行 自贡高新科技支行（散币） 0 2892

四川分行 自贡分行 自贡富顺支行营业室 0 1300

四川分行 泸州分行 泸州龙南路支行（散币） 0 3982

四川分行 德阳分行 德阳旌阳支行（散币） 0 3017

四川分行 乐山分行 乐山春华路支行（散币） 0 6120

四川分行 内江分行 内江分行营业室(散币） 0 3099

四川分行 绵阳分行 绵阳游仙支行（散币） 0 9507

四川分行 广元分行 广元分行营业部(散币） 0 9652

四川分行 广元分行 广元剑阁支行 0 2000

四川分行 遂宁分行 遂宁分行营业室（散币） 0 3417

四川分行 资阳分行 资阳分行营业部（散币） 0 4471

四川分行 眉山分行 眉山东坡支行（散币） 0 3136

四川分行 宜宾分行 宜宾分行营业部（散币） 0 5859

四川分行 南充分行 南充分行营业部（散币） 0 3559

四川分行 广安分行 广安分行营业部（散币） 0 2580

四川分行 达州分行 达州通川支行（散币） 0 4322

四川分行 巴中分行 巴中分行营业部（散币） 0 6018

四川分行 雅安分行 雅安熊猫大道支行（散币） 0 3050

四川分行 凉山分行 凉山分行营业室（散币） 0 6101

四川分行 甘孜直属支行 甘孜直属支行营业室(散币） 0 10184

四川分行 阿坝直属支行 阿坝直属支行营业室（散币） 0 2054

四川分行 成都分行 成都草市支行营业室 0 6000

四川分行 成都分行 成都滨江支行营业室 0 6000

四川分行 成都分行 成都春熙支行营业室(散币） 0 7860

四川分行 成都分行 成都沙河支行营业室 0 6000

四川分行 成都分行 成都高新支行营业室 0 6000

四川分行 成都分行 成都金牛支行营业室 0 6000

贵州分行 贵阳分行 贵阳中华路支行营业室 0 35000

贵州分行 贵阳分行 贵阳省新支行 0 40000

贵州分行 贵阳分行 贵阳花溪支行营业室 0 15000

贵州分行 贵阳分行 贵阳乌当支行营业室 0 15000

贵州分行 贵阳分行 贵阳白云支行营业室 0 14676

贵州分行 遵义分行 遵义京华支行营业室 0 4273

贵州分行 遵义分行 遵义碧云支行营业室 0 5000

贵州分行 安顺分行 建设路支行 0 2893

贵州分行 都匀分行 都匀龙山大道支行 0 6000

贵州分行 都匀分行 都匀匀城支行 0 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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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分行 毕节分行 七星关区支行营业室 0 4917

贵州分行 毕节分行 杜鹃支行 0 4000

贵州分行 凯里分行 凯里北京路支行 0 5529

贵州分行 凯里分行 凯里博南支行 0 3000

贵州分行 铜仁分行 铜仁延新路支行 0 5911

贵州分行 铜仁分行 铜仁梵净山支行 0 4000

贵州分行 兴义分行 兴义桔山支行 0 5507

贵州分行 六盘水分行 凉都宫支行营业室 0 6513

云南分行 昆明分行 昆明北京路支行营业室 0 11000

云南分行 昆明分行 昆明西市区支行营业室 0 12963

云南分行 昆明分行 昆明关上支行营业室 0 11000

云南分行 昭通分行 昭通安居支行 0 4626

云南分行 曲靖分行 曲靖麒麟支行营业室 0 4482

云南分行 文山分行 文山普阳支行营业室 0 7206

云南分行 红河分行 红河牡丹支行 0 3336

云南分行 普洱分行 普洱思茅支行营业室 0 2610

云南分行 普洱分行 普洱宁洱支行 0 800

云南分行 西双版纳分行 景洪宣慰支行 0 1337

云南分行 保山分行 保山东路支行 0 2177

云南分行 德宏分行 德宏芒市支行营业室 0 2420

云南分行 丽江分行 丽江分行丽江支行营业室 0 1628

云南分行 怒江分行 怒江分行营业室 0 1341

云南分行 迪庆分行 迪庆香格里拉长征路支行 0 4583

云南分行 大理分行 大理振兴支行 0 1129

云南分行 大理分行 大理龙溪支行营业室 0 2981

云南分行 楚雄分行 楚雄北浦路支行 0 4419

云南分行 玉溪分行 玉溪新兴支行 0 3413

云南分行 临沧分行 临沧临翔支行营业室 0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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