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办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分行营业部  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2号

东铁匠营分理处  丰台区定安西里4号楼

永定门分理处  崇文区永定门外大街86号

菜市口支行  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116号

广安门支行营业室  西城区西内大街143号一层

门头沟支行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16号

西四支行  西四东大街57号

珠市口营业室  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北15楼

鼓楼支行  西城区地外大街31号

长安支行营业室  西城区宣内大街乙6号

朝阳支行营业部  朝阳区朝外大街1号

望京支行营业部  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0号

广渠路支行  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22号楼西侧

八里庄支行  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楼东裙楼

和平里支行营业室  和平里北街14号

海淀西区支行营业部  北四环西路65号新技术大厦

公主坟支行  海淀区翠微路乙3号

幸福街支行  丰台镇东幸福街6号

长辛店支行  丰台长辛店大街122号

英蓝中心支行  西城区金融街7号

东升路支行  海淀学院路30号方兴大厦一层

惠新支行  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

云岗支行  丰台云岗南区西里2号

东高地网点支行  丰台区南大红门路11号

管庄支行  朝阳区京通新城A座底商

紫竹院支行  中关村南大街甲10号银海大厦一层

北太平庄支行  海淀区北太平庄路33号

大兴支行营业室  大兴区兴政街24号

怀柔支行营业部  怀柔商业街23号

密云支行  密云县鼓楼南大街7号

燕莎支行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天元港中心A座首层

古城分理处  石景山路63号

香河园支行  朝阳区樱花东街5号

金台路支行  朝阳区小庄6号中国第一商城首层

潘家园支行  朝阳区农光南里1号楼龙辉大厦

马甸支行  华严北里1号

良乡分理处  房山区良乡西潞北大街32号

中山街网点支行  顺义区站前街9号

国贸大厦支行  朝阳区建国路110号

北辰路网点支行  朝阳区安苑路20号世纪兴源大厦

石门支行  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区会所18号楼202号

复外支行  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A2号

四道口支行  车公庄西路甲19号华通大厦

海淀支行营业部  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00号

运河迎宾支行  通州区故城东路56号



东长安街支行  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W3座一层）

方庄支行营业部  丰台方庄蒲芳路5号

西客站支行营业部  海淀区莲花东路39号西金大厦一层

世纪金源支行  蓝靛厂东路2号院金源时代商务中心2号楼C座1B1C

新世界支行  崇文区东打磨厂街2号

四元桥支行  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9号

商务中心区支行营业室  朝阳区建国路110号

东城支行营业室  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

天竺网点支行  顺义区天竺府前一街39号

回龙观支行  回龙观天龙苑25号

中关村支行营业室  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

祥普支行  朝阳区朝外大街17号祥业大厦首层

九龙山支行营业室  朝阳区广渠路甲40号

南礼士路支行营业室  西城区阜外大街8号国润大厦

恋日嘉园分理处  丰台草桥东路16号楼底商

东方庄支行  丰台区芳城东里9号楼商业用房首层

公益桥支行  丰台角门路18号未来假日花园物业楼底商

亚运村支行营业部  朝阳区慧忠北里407号楼

天秀支行  海淀区天秀路10号国际创业园一层

花园东路支行  海淀区花园东路8号

西大望路支行  朝阳区西大望路59院风度柏林小区2-1

岳各庄支行  丰台西四环路西侧民岳家园12号院4号楼底商

大钟寺东路支行  海淀区大钟寺东路9号

新发地支行  丰台区新发地风格与林苑甲9号楼

劲松三区分理处  朝阳区劲松三区301楼

劲松八区支行  朝阳区劲松南路826楼

龙腾支行  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中心首层102室

怡海花园支行  丰台桥南怡海花园富润园6栋101－A

新源里支行  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2座101号

中海凯旋支行  西城区太平桥大街96号中海地产大厦首层

搜宝商务中心支行  丰台区南三环西路16号搜宝商务中心

北京和平街支行  朝阳区和平街十区5号

北大地支行  丰台丰台路79号

玉东支行  海淀区复兴路40号

知春路支行  海淀区知春路108号

麦子店支行  朝阳区麦子店街41号

西单支行  西单北大街129号工行

新街口支行营业室  西城区西内大街143号二层

甜水园支行  朝阳区六里屯北里18楼A座底商

十里堡支行  朝阳区十里堡甲3号A座首层

安华桥西支行  北三环中路6号伦洋大厦一层

远洋风景支行  海淀区德胜门西大街15号

华润大厦支行  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

复内支行  西城区复内大街55号

苏州街支行  海淀区苏州街18号

厢红旗支行  厢红旗甲1号



金融街支行营业室  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汇时代大厦一层

尚都支行  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尚都西塔一层1105号

长河湾支行  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

德胜科技园支行  德外大街甲11号

万源路支行  大兴区旧宫镇菊源商厦一层

金都杭城支行  朝阳区百子湾西里102号楼

世纪东方城支行  朝阳区紫南家园108号楼1层

芳群园网点支行  丰台区蒲芳路32号

玉林支行  丰台右安门外大街1号楼底商

洋桥支行  丰台马家堡东路94号楼

武圣里支行  朝阳区武圣东里52号楼

国航大厦支行  朝阳区霄云路36号国航大厦首层

曙光支行  海淀区彰化路10号

南新园储蓄所  朝阳区南新园26号楼

国奥村支行  朝阳区林萃东路2号

华贸中心支行  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三号楼L135

广顺支行  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3号院福玛大厦1号楼1层

紫竹桥支行  海淀区紫竹院路甲1号院人济山庄

桥南支行  丰台桥南新华街7里11号楼南侧

交大东路支行  海淀区交大东路18号院

新东安支行  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

积水潭支行  新街口外大街18号

牡丹园支行  花园路2号

隆福支行  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6号工行

二里庄支行  海淀区志新东路5号

劲松支行  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7号

万年花城支行  丰台区万年花城万芳园二区15号1层

丰益桥支行  丰台丰管路16号

四季青支行  西四环北路9号鑫泰大厦

富力城支行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富力广场商用物业一层146号

复兴门支行  西城区金融大街甲29号

双榆树西里支行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2号

马连洼支行  海淀区马连洼兰园小区16号楼一层

万丰路支行  丰台区万丰路西局欣园北区5号楼

程庄路支行  丰台程庄南里1号楼东侧一层

北洼路支行  车道沟10号院南

苏州桥支行  海淀区长春桥路5号

八里庄北里支行  朝阳区十里堡恒泰大厦B座首层

国展支行  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

翠城支行  朝阳区金蝉南里14号楼底商7、8、9号

中关村南路支行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8号

高碑店支行  朝阳区高碑店北路5号

清澄名苑支行  大兴区富强路121号

玉桥支行  通州区梨园北街67号

郦城支行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1号

世纪城支行  板井路77号



学院南路支行  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

花园桥支行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

半岛国际支行  朝阳区夏家园12号楼地上一层

青年路支行  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2号楼首层

安慧网点支行  朝阳区安慧北里秀园15号海亚大厦一层

东花市支行  东城区北花市大街8号工商银行

北七家支行  昌平区北七家镇立汤路58号1幢1层

万柳支行  海淀万柳星标家园11号楼商业1号

科技园支行  丰台科学城海鹰路5号

宣武门支行  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一层工商银行

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7号隆盛大厦

丽泽支行  丰台丽泽雅园附属商业楼底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