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银行第二批贺岁币预约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一级分行 二级分行 网点名称
网点现场

预约额度（枚）
网上

预约额度（枚）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新区支行 0 7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民生路支行 0 75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奉贤支行 0 7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青浦支行 0 7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虹口支行 0 75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北工业区支行 0 7331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闵行支行 0 75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普陀支行 0 75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嘉定支行 0 7000

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分行 上海杨浦支行 0 70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白下支行 0 24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0 24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江宁支行 0 2400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营业部 0 3174

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分行 南京中山北路支行 0 2400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分行营业部 0 4623

江苏省分行 常州分行 常州天宁支行 0 3000

江苏省分行 淮安分行 淮安分行营业部 0 1968

江苏省分行 连云港分行 连云港玉龙支行 0 5569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城北支行 0 5000

江苏省分行 南通分行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0 4538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分行营业部 0 4217

江苏省分行 泰州分行 泰州高港支行 0 3000

江苏省分行 宿迁分行 宿迁分行营业部 0 2958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鼓楼支行 0 5676

江苏省分行 徐州分行 徐州堤北支行 0 5000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分行营业部 0 1115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东台支行 0 295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大丰支行 0 404

江苏省分行 盐城分行 盐城建湖支行 0 26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分行营业部 0 3000

江苏省分行 扬州分行 扬州文昌阁支行 0 2828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分行营业部 0 1519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丹阳支行 0 1519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句容支行 0 1519

江苏省分行 镇江分行 镇江扬中支行 0 2226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 无锡分行营业部 0 5128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营业部 0 6170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沧浪支行 0 5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0 5279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众安支行 0 2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下沙支行 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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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华浙广场支行 0 200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萧山支行 0 1488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富阳支行 0 642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临安支行 0 26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桐庐支行 0 643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建德支行 0 240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淳安支行 0 808

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分行 杭州余杭支行 0 1314

浙江省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营业部 0 1239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分行营业部 0 3105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永康支行 0 15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东阳支行 0 15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永康支行 0 1500

浙江省分行 金华分行 金华武义支行 0 1000

浙江省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分行营业部 0 2793

浙江省分行 衢州分行 衢州江山支行 0 2267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营业部 0 3722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瑞安支行 0 605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乐清支行 0 462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龙港支行 0 400

浙江省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永嘉支行 0 61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分行营业部 0 2616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宁支行 0 789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平湖支行 0 640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桐乡支行 0 542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嘉善支行 0 507

浙江省分行 嘉兴分行 嘉兴海盐支行 0 1025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营业部 0 830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营业部 0 1012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上虞支行营业部 0 523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诸暨支行营业部 0 435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嵊州支行营业部 0 546

浙江省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新昌支行营业部 0 565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分行营业部 0 4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市中支行 0 4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南太湖新区支行 0 4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织里支行 0 453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南浔支行 0 522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德清支行 0 500

浙江省分行 湖州分行 湖州长兴支行 0 5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分行营业部 0 1436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黄岩支行 0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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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路桥支行 0 100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温岭支行 0 1325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临海支行 0 1240

浙江省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玉环支行 0 3593

浙江省分行 丽水分行 丽水分行营业部 0 1169

浙江省分行 丽水分行 丽水青田支行 0 557

浙江省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营业部 0 492

浙江省分行 舟山分行 浙江自贸区支行 0 870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营业部 0 2597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江北支行 0 587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北仑支行 0 904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镇海支行 0 887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新城支行 0 746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余姚支行 0 548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奉化支行 0 1193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宁海支行 0 749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象山支行 0 1345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营业部 0 3500

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分行 合肥花园街支行 0 3601

安徽省分行 芜湖分行 芜湖芜宁路支行 0 1190

安徽省分行 芜湖分行 芜湖利民路支行 0 1191

安徽省分行 蚌埠分行 蚌埠禹会支行 0 2366

安徽省分行 淮南分行 淮南开发区支行 0 1173

安徽省分行 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分行营业部 0 894

安徽省分行 铜陵分行 铜陵丰收门支行 0 1364

安徽省分行 六安分行 六安皖西大道支行 0 2545

安徽省分行 安庆分行 安庆集贤支行 0 4005

安徽省分行 滁州分行 滁州分行营业部 0 2487

安徽省分行 宣城分行 宣城敬亭路支行 0 2702

安徽省分行 淮北分行 淮北分行营业部 0 1250

安徽省分行 阜阳分行 阜阳分行营业部 0 3675

安徽省分行 黄山分行 黄山分行营业部 0 1539

安徽省分行 宿州分行 宿州分行营业部 0 2622

安徽省分行 池州分行 池州分行营业部 0 2314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营业部 0 3951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宁德分行营业部 0 1161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漳州分行营业部 0 2004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龙岩分行营业部 0 1688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三明分行营业部 0 1413

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分行 南平分行营业部 0 1082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 江头支行 0 3968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营业部 0 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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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西湖支行 0 5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迎宾支行 0 3000

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分行 南昌抚河支行 0 3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0 695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汉阳支行 0 5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武昌支行 0 5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东湖支行 0 5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太平洋支行 0 3000

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分行 青山支行 0 5000

湖北省分行 襄阳分行 襄阳分行营业部 0 4903

湖北省分行 宜昌分行 宜昌分行营业部 0 3254

湖北省分行 十堰分行 十堰分行营业部 0 1996

湖北省分行 荆门分行 荆门分行营业部 0 5826

湖北省分行 黄石分行 黄石分行营业部 0 3697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3397 2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潇湘支行 0 2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洋湖支行 0 2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望城支行 0 2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宁乡支行 0 2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长沙浏阳支行 0 200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株洲分行营业部 0 1865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湘潭分行营业部 0 1506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衡阳分行营业部 0 1508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邵阳分行营业部 0 808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岳阳分行开发区支行 0 104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永州分行营业部 0 620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常德分行营业部 0 1846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益阳分行营业部 0 1427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怀化分行营业部 0 2366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湘西分行营业部 0 1363

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分行 张家界分行营业部 0 7473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大良支行 0 23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 佛山分行营业部 600 2625

广东省分行 东莞分行 东莞南城支行 800 7305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700 6039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 中山分行营业部 600 5330

广东省分行 江门分行 江门分行营业部 0 2461

广东省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分行营业部 800 6969

广东省分行 汕头分行 汕头分行营业部 600 4952

广东省分行 揭阳分行 揭阳分行营业部 600 5120

广东省分行 梅州分行 梅州分行营业部 600 4139

广东省分行 清远分行 清远分行营业部 600 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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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分行 韶关分行 韶关分行营业部 600 2079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营业部 2600 2237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海珠支行 0 44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金迪支行 0 44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黄埔支行 0 44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 0 4400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东瀚园支行 0 44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罗湖支行 0 5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福田支行 0 5000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0 10616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 广西区分行营业部 0 8411

广西区分行 柳州分行 柳州柳南支行 0 3409

广西区分行 桂林分行 桂林桂花园支行 0 4497

广西区分行 梧州分行 梧州分行营业部 0 1234

广西区分行 北海分行 北海分行营业部 0 2146

广西区分行 钦州分行 钦州分行营业部 0 836

广西区分行 玉林分行 玉林分行营业部 0 538

广西区分行 百色分行 百色分行营业部 0 396

广西区分行 贵港分行 贵港分行营业部 0 1299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0 3718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儋州支行 0 767

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分行 琼海支行 0 160

海南省分行 三亚分行 三亚分行营业部 0 860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营业部 0 4855

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分行 沙坪坝支行营业厅 0 3000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分行营业部 0 13262

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分行 贵阳纪念塔支行 0 7070

贵州省分行 遵义分行 遵义分行营业部 0 2721

贵州省分行 黔南分行 黔南分行营业部 0 2674

贵州省分行 黔东南分行 黔东南分行营业部 0 2690

贵州省分行 毕节分行 毕节分行营业部 0 3798

贵州省分行 六盘水分行 六盘水分行营业部 0 3011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0 7808

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分行 昆明安宁支行 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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