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办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琴海支行 珠海市横琴镇银河街1号商铺
长隆支行 珠海市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横琴湾酒店商业区12号A、B商铺
海滨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海滨北路19号
凤凰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香洲凤凰北路1086号
拱北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拱北桂花南路
香洲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香洲紫荆路102号
南山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1239号
吉大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吉大路151号
分行营业部 珠海市吉大景山路19号工行大厦
前山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前山路53号
南香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香洲紫荆路102号
湾仔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湾仔中盛路85号
斗门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中兴中路65号
金湾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红旗镇藤山路228号
唐家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软件园路1号会展中心A1一层
口岸支行 珠海市香洲柠溪路609号
五洲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五洲世派街89、91号商铺
新洲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红旗镇藤山路228号
莲花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拱北莲花路228号
迎宾支行营业部 珠海市迎宾南路1084号
横琴分行营业部 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1号楼
分行营业部 汕头市迎宾路1号工行大楼营业部
龙湖支行 汕头市金砂路122号101、201、301、401
外马支行 汕头市外马路71号
安平支行 汕头市金环路中环大厦
公园支行 汕头市外马路151号
汕樟支行 汕头市金砂路61号
金樟支行 汕头市汕樟路77号
达濠支行 汕头市濠江区广达大道西侧赤港小学前
金湖支行 汕头市金湖路37号
金凤支行 汕头市金凤路桃园47栋06号
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汕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景达科研大厦西侧一至三层及地下层
长江支行 汕头市长江路泰业大厦西侧首层
友谊支行 汕头市长平路与公信路交界处桂园41栋楼下
韩江支行 汕头市韩江路发能豪景大厦裙楼一至三层
长平支行 汕头市碧霞庄北区1幢
嵩山支行 汕头市嵩山路丽水庄东区9栋一层101--103号
南澳支行 汕头市南澳县后宅镇龙滨路53号
澄海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澄城西华路与振兴路交界处
澄海环东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环城东路万盛园13幢8--10号
澄海宜馨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德政路宜馨花园1幢A2至A3铺面
潮阳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棉城镇东山大道西侧
潮阳棉城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锦华花园B1栋首层1--5号
潮阳和平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新和惠路东侧铺面
潮南支行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镇华南贸易广场斜对面
潮南两英支行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陈库乡
潮南陈店支行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粤东电子城东侧
潮阳东门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棉城文光街道中山中路131号
达濠濠南支行 汕头市濠江区海旁路新乐园12幢楼下
潮南司英路支行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墙新路
潮阳中华路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棉城中华路126号
潮阳牛头山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明华花园中区首层26号
潮阳西环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西门直街大房池



潮南峡山支行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镇恩波路B幢1--3号
澄海益民路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益民路新蕊园1幢5--10号
世贸花园支行 汕头市金砂路146号01号房
翠茵支行 汕头市嵩山路翠茵景苑C栋C3--C5
东厦北路支行 汕头市中信东厦花园二区3、4栋108、109、208、209铺面
阳光支行 汕头市长平路182号阳光海岸花园协和水岸第10栋106号铺面
丰泽支行 汕头市龙湖区35号街区蓝堡国际公寓第1栋106、107、206、207铺面
天华美地支行 汕头市春江路1号天华美地第8幢一层105、106号
谷饶支行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谷贵路茂广段向北第一单元第11间至第14间铺面
澄海同益路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同益路华达玩具有限公司（同益路临路铺面19-25号）
澄海莲下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槐南工业区国道324线东面莲阳大桥北侧（第3－5间）
珠江路支行 汕头市龙湖区庐山路26号翠英庄龙都禧园1幢101-105号房
潮南嘉盛支行 汕头市潮南区嘉盛豪庭华南住宅第一期项目第一栋首层S13、14、15单元商铺
澄海莱美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中山南路莱美路口美发二路1号
观澜支行 汕头市金平区东厦路13号泰安观澜豪庭2幢106、107、206、207号

嘉顿支行 汕头市金新北路154号嘉顿小镇花园西区1-3幢101.102.103铺面

澄海东里支行 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文化路北侧1-4号一、二层
湘桥支行 潮州市湘桥区绿荣路648号
潮安支行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廉泉街国税局对面
枫溪支行 潮州市湘桥区车站西侧A3幢106房及A3幢第二层
分行营业部 潮州市潮州大道中段工商银行大楼2楼
饶平支行 饶平县黄岗镇饶平大道9号之一
仁化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仁化县新城路4号
凡口支行 韶关仁化县凡口矿人民路（原凡口矿商场）
南门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浈江区北江路第2栋
西河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北路21号
风采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浈江区风度北路25号
东堤支行 韶关市熏风路14号
北郊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浈江区十里亭建设路
松山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曲江区韶钢厂西区
分行营业部 韶关市浈江区建国路8号
大宝山支行 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大宝山矿第二生活区第二栋50号
韶大支行 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韶关学院学生就业培训中心首层
碧桂园支行 韶关市十里亭镇五里亭良村公路2号韶关碧桂园凤凰商业广场103、104号商铺
碧水花城支行 韶关市武江区沿江路16号南枫碧水花城F栋首层
金洲支行 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芙蓉新城金洲路金贝苑首层14—15号
金沙支行 韶关市韶南路金沙花园首层一、二号商铺
沐溪支行 韶关市武江区莞韶产业园阳山一期323线北侧7号首层10-17号房
南雄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南雄市雄州镇浈江路28号
建设支行 韶关市南雄市雄州大道中路23号4—6号门店
始兴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始兴县红旗路195号
翁源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二路50号
曲江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鞍山路43号
马坝支行 韶关市曲江区中华路
新丰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新丰县人民东路45号
乐昌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乐城镇府前路134号
坪石支行 韶关乐昌市坪石镇群众路60号
乳源支行营业部 韶关市乳源县鹰峰中路
鹰峰支行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景江南路乳财服务中心大楼首层
流花支行 韶关市西河新华路53号
东河支行 韶关市浈江中路22号志兴雅苑首层
富源支行 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沙湖路口电信大厦首层
中山支行 韶关市中山路韶禧大厦B2座一楼东面第一，二铺位
西苑支行 韶关市惠民北路51号9-13、16号商铺



新华支行 韶关市新华南路红星美居中心首层1、2号
向阳支行 韶关市惠民南45栋
富兴支行 韶关市工业西路市医药批发部
大坑塘支行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韶关钢铁厂
鞍山支行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沿堤三路江畔花园第八栋首层8、9、10号商铺
城关支行 韶关新丰县丰城镇人民西路12号
乐城支行 韶关乐昌市解放路紫荆花园步行街（E栋）路口
人民路支行 韶关乐昌市人民中路131号首层左侧商铺
分行营业部 河源市沿江中路13号
梅州分行营业部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嘉应路23号工商银行
分行营业部 惠州市长寿路5号
白鹭湖支行 惠州市汝湖镇雅居乐白鹭湖湖滨风情商业街3栋2层206-207号商铺
惠南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惠城区下埔南2街一巷2号
惠城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鹅岭东路8号
仲恺支行 惠州市仲恺大道88号
万饰城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演达1路18号万饰城C座
陈塘湖支行 惠州市麦兴路2号
惠州市麦地支行 惠州市麦地路西湖丽苑小区万佳百货旁
仲恺高新区支行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合畅5路20号小区
大亚湾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大亚湾区安惠大道98号
惠阳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淡水立交桥侧
淡水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开城大道18号鲁惠大酒店一楼
中山东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中山东路25号
开城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开城大道59-4
秋长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人民三路31号一楼
金惠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金惠大道昊康花园一楼
新圩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石岗下
惠东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惠东县新平路42号
博罗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13号
博罗石湾支行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清湾路8号之一
博罗园洲支行 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兴园路104号
龙门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龙门县西林路23号
江南支行桥东支行 惠州市桥东新建路48号
演达大道支行 惠州市演达大道14号云天华庭首层
惠州市雍逸园支行 惠州市麦地南大道雍逸园小区西门
金田苑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麦地东一路22号
麦地南支行 惠州市麦地南路18号白玉兰宾馆首层
鹅岭南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南路16号南山公馆首层
南新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南坛南路3号
陈江御景支行 惠州市陈江陈江镇白云山村盈富小区C1号商铺
滨江支行 惠州市惠沙堤凯旋阁一楼商铺
中区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中区华府三期一楼
江北支行营业部 惠州市云山江北大道双子星国际商务大厦首层
城区专柜 东莞市运河西二路14号
万江专柜 东莞市万江区都会广场一区一楼101-102铺
东城专柜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御景大厦首层
新城专柜 东莞市莞太大道篁村路段39号
分行营业部 东莞市莞太路胜和路段18号
虎门专柜 东莞市虎门镇太沙路181号
石龙专柜 东莞市石龙镇龙升路8号龙城国际伤铺A27-33号
石碣专柜 东莞市石碣镇新城区政文中路3号
寮步专柜 东莞市寮步镇教育路169号
大朗专柜 东莞市大朗镇美景中路200号
黄江专柜 东莞市黄江镇黄江大道174-180号



樟木头专柜 东莞市樟木头永宁路展鹏大厦
常平专柜 东莞市常平镇平安大道公安分局对面
桥头专柜 东莞市桥头镇宏达三路3号
厚街专柜 东莞市厚街镇厚街大道东51号
长安专柜 东莞市长安镇莲花广场2J办
大岭山专柜 东莞市大岭山镇教育路金晖大厦
塘厦专柜 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金塘大厦1、2
清溪专柜 东莞市清溪镇行政中心大道侧茂恒商住小区15-20号
小榄东庙支行 中山市小榄镇基头路37号
小榄支行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路33号
石岐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光明路6号
中山分行营业部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7号
南朗支行 中山市南朗镇锦盛路1号观景阁B4栋1-3卡
银海支行 中山市东区东文路嘉惠苑新村嘉兴阁商铺4-8卡
张家边东镇支行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大道13号
银通支行 中山市石岐东区恒信花园B区74-76号
小榄梅花洞支行 中山市小榄镇新市路138号
水云轩支行 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华鸿水云轩1-4幢首层商铺28-31卡
三角支行 中山市三角镇旭日华庭7-10号商铺
小榄九洲基支行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路387号首层
古镇东兴支行 中山市古镇镇东兴中路10号
沙溪星宝支行 中山市沙溪镇星宝路8号中信金都华庭1幢1-6卡
宏基路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宏基路90号
松苑支行 中山市东区松苑路92号之一
三乡文昌支行 中山市三乡镇文昌西路200号1、2、3、3-1卡
金汇支行 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16号利和国际金融中心首层
沙溪支行 中山市西区升华路7号明珠商住楼3-11卡
城南支行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雍逸廷B区商铺F36栋50-52卡、F50栋39卡
南头支行 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镇政府右侧珠三角家电中心大厦首层
港口支行 中山市港口镇兴港大道港穗商业大厦首层商铺1-3卡
民众支行 中山市民众镇六百六路159号
张家边支行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新城群英华庭B幢首层商铺
古镇支行 中山市古镇镇华庭路灯都华庭商铺C14、15卡
大涌支行 中山市大涌镇岐涌路祥成家私厂对面
横栏支行 中山市横栏镇长安南路41号
东凤支行 中山市东凤镇丽景花园66幢
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3号
小榄红山支行 中山市小榄红山路55号1-4卡
银兴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孙文东路莲柏新村1号11-12卡（银河证券旁）
烟洲支行 中山市石岐西区长乐新村第九幢101
西区支行 中山市西区升华路7号明珠商住楼3-11卡
湖滨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中路6号永富阁首层3-5卡商铺
三乡支行 中山市东凤镇兴华路地方税务局侧
坦洲支行 中山市坦洲坦神北路豪日商务酒店首层
城北支行 中山市西区沙朗港隆南路工行大厦
东升支行 中山市东升镇邮电局侧
板芙支行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大道57号
小榄永宁支行 中山市小榄永宁新永路92号
黄圃支行 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侧
孙文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康华路11号3、4卡商铺
银苑支行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城东名门一号楼一号商铺
雍逸廷支行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雍逸廷B区商铺F36栋50-52卡、F50栋39卡
小榄美加支行 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南路136号合展大厦2座一楼商铺
沙溪隆都支行 中山市沙溪镇宝珠西路32号一楼



港口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港口路一号之一
城西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蓬江区白沙大道西26号首层1-6轴、A-C轴，6-8轴、B-D轴
江海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江海区永康路39号105、106，永康路41号101、102、103、106
城区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135号1幢201室、2幢102-105室
分行营业部 江门市港口路93号
北新区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蓬江区院士路72号首层101、103、133、134室，二层201室
新会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新会区田心路2号107
新会第二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新会区三和大道南146号106至111、二层全部
鹤山支行营业部 鹤山市沙坪镇新鹤路228号
台山支行营业部 开平市沿江西路33号
开平支行营业部 台山市台城镇环北大道48号
恩平支行营业部 恩平市恩新东路6号
佛山顺德红旗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细滘居委会芳苑路中怡一品豪苑6、7、8座16-21号铺
佛山顺德尚湖湾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办事处常教小区居民委员会南苑路12号尚湖湾56-62号商铺
佛山顺德缤纷四季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合成居委会佛陈路3号万科缤纷四季花园14号楼107-112号商铺
佛山顺德杏城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建设路西18号铺位
佛山顺德东银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环市东路21号东银阁
顺德碧桂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园居委会碧桂园写字楼东楼16、17、17A号铺
顺德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碧鉴路6号
容桂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奇大道中64号
顺德德胜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顺峰居委会欣荣路1号水悦城邦花园1栋1座P2-P8商铺
顺德伦教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松安路5号
顺德勒流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政和北路11号
顺德桂洲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桂新西路2号
乐从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荔中路3号
北滘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跃进南路4号南翠豪庭之一号铺
顺德锦湖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基一路1号
杏坛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建设路西18号铺位
顺德陈村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龙居委会锦龙大道汇锦华庭A03—A07号
龙江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人民南路18号
佛山顺德容东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奇大道东8号
佛山顺德均安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居委会新城南区富安牛仔布匹城39号二座114-116号铺
顺德诚业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碧桂花城商业长廊第20、21、22、23、25号铺
佛山顺德龙银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粤隆家私城B座2-6前仓
顺德银晖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东乐路广德业大厦铺位
佛山顺德龙峰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峰开发区丽景大厦
吉祥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帝景北路16号（帝景蓝湾）一区1座、2座P66-69号铺位
佛山吉利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圩人和路10-12号
佛山杏市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杏头笔架山
佛山南海海城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石(石肯)季业路13号
佛山南海顺平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三山E34街区商业楼A座02、03铺
南海夏北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锦园路8号中海万锦豪园紫荆商业104-109号铺
南海桂信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北路42号万汇城首层
佛山三水文锋东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沙头大道17号成业汇景苑5座103-105号
三水奥园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广海大道东26号（三水奥林匹克花园）首层一座101-103
西樵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轻纺城广夏路1号
佛山南海金海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联桂路上白坭路段荟景豪庭首层B-39、B-40、B-41号商铺
万科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沿江路55号1区一座首层P1
佛山南海平地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平地路段北20号
南海星河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大发市场侧顺发楼首层7号铺和北铺
南海平东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东村平东大道44号
佛山南海乐信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北湖一路4号时代倾城52-56栋首层020-025号商铺
佛山南海夏教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办夏西新邨农民公寓首层2、3、4号商铺
佛山东元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村陶瓷总厂侧



佛山溶洲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中路三丫街8巷1号
南海东华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渤海路地税分局南侧
南海城区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16号
南海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南105号
祖庙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3号
升平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文庆路2号
朝东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普君西路1-3号
上沙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1号
佛山汇银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深宁路18号830#商铺
城西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西路12号
分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130号
佛山敦煌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93号
卫国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普澜路19号首层
佛山人民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104号
佛山中发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发宾馆楼下
佛山南海市东路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园市东下路25号
桂城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中50号
平洲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七路美心超市首层
佛山南海樵园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江浦西路5号
南海九江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东路12-15号
大沥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凤东装饰材料市场B座
南海黄岐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南海路中南海晖园明湖居7-10座9-12号商铺
佛山南海大江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大沥水头工业南路水头关综合楼5、6、7号铺位
盐步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穗盐路雍景豪园帝景台25-30座31、32、33、35、36、38号铺位
佛山南海官窑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8、10号铺
南海里水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朝阳路42号
南庄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大道22号
南海沙头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沙头镇民康路19号
佛山南海藤厂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沙贝大街72号
佛山南海小塘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镇一环路28号
罗村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外滩中区2号
佛山南海丹灶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商业大道18号
佛山南海民乐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民乐墟南闸街21号
石湾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江湾三路十三座
佛山张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白坭公路
和平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和平路33号
佛山石梁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金澜路269号碧云天首层
佛山来翔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雾岗路88号村民公寓C座
城区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17号
佛山同华路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同华路10号
佛山三水文明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园林路8号
三水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广场路1号
佛山三水人民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三达路19号102-106
佛山三水文锋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环城路42号
高明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沧江路119号
高明文华路支行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文华路388号
绿景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路人才资源开发服务中心首层
汾江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圣堂后街17号
佛山银诚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129号之一地下
季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建展大厦首层
佛山顺德凤翔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新滘小区居民委员会凤翔路25号
佛山华阳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季华七路2号怡翠玫瑰园19-20座1层P101-104号铺位
佛山恒福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朝安南路63号P143#、P144#商铺
顺德桂中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桂中路君御花园91-95号商铺



顺德北区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环市北路257-259号商铺
佛山顺德环城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小黄圃居委会东堤一路路段
顺德德富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居委会东区振华路54号商铺15、17、19、21、23
佛山顺德锦屏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江居委会人民南路18号之四
佛山江湾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38号
南海沥北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雅路桂江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30号楼首层
南海松岗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镇沿江南路8号
南海花园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七路39号保利花园商铺007-009号
明珠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福华路17号之一、二
海景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新明一路22号P81
佛山南海时代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洲村工业区草场路口
佛山顺德骏晖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骏辉路3号东圣维拉花园2座3、4、5、6号铺
佛山南海金港湾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新堤西路20号金港湾商业中心101号
佛山南海金沙湾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建设大道1号中海金沙湾西区商业5号13号铺
佛山南海金沙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宁小区桂丹西路11号银汇华庭118-123号铺
佛山南海红沙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夏工业园C区华沙路旁生活配套区（1号楼）
佛山顺德龙腾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325国道龙江段102号之二合创盈科家具交易中心C区3249号
佛山顺德锦绣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小区居民委员会新桂路明日华府106-110号铺
佛山南海同乐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太平村国兴墩
佛山顺德海畔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小区居民委员会东基路115号海畔嘉苑12-13号铺
佛山顺德公园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恒安路24号景汇名都1、18、19座商铺104-109
佛山南海金都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谢边机场路口
佛山顺德南区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南区逸林苑24-32号商铺
南海创新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简平路1号天安南海数码新城2栋104室
佛山南海高边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高边村高边北村民小组新综合大楼6、7、8、9、10号铺位
佛山瀚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湾梁路23号首层编号为P3、P4、P5、P6号的商铺
佛山三水乐平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乐南路3号雍翠新城君临二十六座57号及二十七座58-62
佛山顺德百合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海尾小区居民委员会文海西路8号保利合园40-44号商铺
佛山南海九龙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九龙小商品批发城主楼3号东101铺
佛山南海桂海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中73号丽雅苑北区
佛山高明工业园支行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工业园区明建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办公楼3-10号铺
佛山南海乐丰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桂丹路联星段跨线桥以南C座首层商铺C5-C7铺位
南海万科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平路南侧万科金色家园二栋一楼铺位
佛山南海东苑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宝翠北路33号中海万锦东苑商业2栋4-7号铺
南海广隆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教育路嘉华大厦首层
佛山南海桂华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一路39号江南名居锦苑首层002号至009号商铺
华夏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华夏陶瓷博览城地块编号为3-8的A05商铺
狮山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镇沿江南路8号
佛山顺德碧溪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碧溪路丽星名园15-17号
高新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福华路17号之一、二
佛山南海福林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洛浦大道24号2号楼商铺
向秀丽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升平路61号
南海和平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永安中路11号
佛山东方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兆祥路6号首层P122、P123号
高明沧江支行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435号福泰华庭1、2座首层24-27号
佛山永安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锦华路90号首层P39-P44号
佛山金辉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金源街33号东建世纪嘉园首层15-17号铺
佛山大福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金鱼街31号
佛山南海永隆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图强路49号
佛山南海蟾丰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大道1号
佛山南海桂荣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华翠南路6号南海颐景园二期4-6号
佛山南海海北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海北大道1号沙面新城金沙洲一号首层05-08号商铺
佛山三水耀华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康乐路22号
佛山南海太平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太平大道南商业步行街首层铺位



佛山南海迭溪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迭滘大道星晖园2号楼9号铺
季园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3号御景豪庭首层P03-P06号商铺
佛山南海华丽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世贸纺织城B4座4、5、6、7号
佛山南海官山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龙泉路汇丰花园首层2-4号
顺德南环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桂大道北90号
佛山顺德北潮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振华路207号
佛山顺德桂安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星管理区文华路以东信达华庭A3、A5、A6、A7商铺
佛山顺德伦宣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办事处常教居委会城北商住区伦常北路西侧
顺德新晖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荔中路3号
佛山顺德藤发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入村大道南侧一号地之一及之二
顺德新乐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居委会新乐从家具城西区九座首层1C及二层1-2B
佛山顺德龙发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木业市场开发区一号地CD座首层5仓
佛山顺德龙泉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建设西路183号
佛山顺德龙山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山大道132号
阳江分行营业部 阳江市江城区新江北路488号
阳春支行营业部 阳春市红旗路101号
阳西支行 阳江市阳西县兴华路22号
分行营业部 湛江市赤坎康顺路29号
第二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赤坎区康宁路1号
赤坎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赤坎区海北路18号
霞山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霞山工农路42号
坡头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路11号
麻章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霞山民治路126号之二
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人民大道中41号
遂溪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遂溪县城椹川路41号
徐闻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徐城镇东方二路3号
雷州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雷城镇西湖大道038号
廉江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廉江大道北55号
吴川支行营业部 湛江市吴川市梅录镇人民中路
新华支行 湛江市赤坎区新华路21号“明晶大厦”首层
海昌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海景路7号
海景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海滨二路22号
港口分理处 湛江市霞山区友谊路1号
麻霞路支行 湛江市麻章区麻霞路10号
人民大道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53号国贸大厦B栋首层
金沙湾支行 湛江市赤坎区观海北路6号
百园路支行 湛江市赤坎区百园路12号
五区支行 湛江市坡头区南油五区麻贯路
文明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文明东路1号
鑫海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海滨大道南18号鑫海名城首层
明景花园支行 湛江市开发区明哲路明景花园首层
年丰豪庭支行 湛江市赤坎区金城大道年丰豪庭7-11首层
海洋花园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观海路183号海洋花园3号商铺
湛钢支行 湛江市东山镇湛林路8号
骏景支行 湛江市霞山区椹川大道南29号
君临海岸支行 湛江市赤坎区观海北路10号君临海岸居住小区16号楼04-06号商铺
分行营业部 茂名市人民南路36号
第一支行 肇庆市端州五路10号
端州支行 肇庆市工农北路5号
端州六路支行 肇庆市端州六路12号
鼎湖支行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罗隐大道丽景园A栋111--113卡
四会支行 肇庆市四会拱桥直街1号
德庆支行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朝阳东路13号
广宁支行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中华中路6号



封开支行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河堤一路20号
怀集支行 肇庆市怀集县解放中路3号
鸿景支行 肇庆市信安路北侧棠岗路鸿景观园第八幢首层3--6卡
宋城路支行 肇庆市豪居路口71号
四会银龙支行 肇庆市四会市光明南路34座15-16号
伴月湖支行 肇庆市康乐北路40号翠庭湖轩C幢首层5—9卡
高要支行 肇庆市高要市府前大街112号
高新区支行 肇庆高新区政德街肇庆市兆强电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活楼1楼
城东支行 肇庆市建设二路72号
康乐支行 肇庆市黄塘东路1号康乐花园第24幢首层第7、8、9卡
西区支行 肇庆市正西路33号
时代广场支行 肇庆市端州五路二号时代广场A区第1--A40卡
分行营业部 肇庆市端州三路34号
东风支行 肇庆市天宁北路1号新城广场首层C3-C4卡
西江支行 肇庆市星荷路4区26幢A幢九卡
怀集城中支行 肇庆市怀集县怀城镇城中路78号
分行营业部大厅 清远市清城区桥北一路1号
连江支行 清远市新城2号区连江路建北大厦主楼首层商铺
上廓支行 清远市清城下廓街南城大厦首层
新城支行营业部 清远市银泉南路15号区万科华府商业6号楼101-110号商铺
石角支行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教育路颐景园一号楼44号
清新支行营业部 清远市清新县清新大道12号新亚时代城A7幢101
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清远市清城区107国道龙塘路口大丰豪庭海琴湾7幢首层104-108号
佛冈支行营业部 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振兴中路120号
英德支行营业部 英德市英城和平中路75号
连州支行营业部 连州市人民路111号
新城连江二支行 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路70号民政大厦首层
阳山支行营业部 清远市阳山县阳城镇北门路140号
东江支行 清远市新城半环路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清远分公司综合楼附楼首层
鹤堂支行 清远市清城区城北三路五号恒丰华庭10号楼首层16-22号
分行营业部 揭阳东山黄岐山大道中段
普宁支行营业部 普宁市流沙镇河西路3号
榕城支行营业部 揭阳市榕城区同德路以东、望江北路以北环宇漆线经营部综合楼1－3号商铺1-2层
揭东支行营业部 揭阳市揭东县206国道北侧圩埔路101-104号一层
揭西支行营业部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新河路3号
惠来支行营业部 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南门西路21号
东山支行营业部 揭阳市东山区10街以东
分行营业部 云浮市建设北路3号
新兴支行营业部 新兴县大园路1号
第一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193号
第二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沿江西路145号
吉祥支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313号
荔湾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荔湾区南岸路63号三楼
北京路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10号
庙前直街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庙前直街15号
同福中路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同福中路470
沙园支行 广州市工业大道北135号
黄埔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路41号
鹤洞支行 广州市鹤洞路191号之一
新市支行 广州市机场路1001号
江村支行 广州市江高镇江同路145号
芳村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北254、256、258号
南沙黄阁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麒龙东路30号102房
逢源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135号



五山支行 广州市五山路448号
沙河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禺东西路28号
工业大道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工业大道北31号1层
番禺新城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桥富华东路39、41号
荔城镇挂绿路支行 广州增城市荔城镇挂绿路1号
德政中路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德政中路316-318号
大德路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280号
钟村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灵北路62号
石化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160号
新滘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7号大院7-1号01房
白云路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117号
西华路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西华路531号
黄埔支行大沙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丰乐路123号
军校路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军校路1号
红山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广新路641号
东区支行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一横路A1首层
流花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站前路237号
员村支行 广州市黄埔大道中路298号首层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 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370号
云山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路511号101-105房
广州花都公益大道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钻石商务大楼首层
增江支行 广州市增城市增江街增江大道南3号一幢101、102、103、104、二幢101、102号
新塘永和支行 广州增城市永宁街永顺路47、49号
锦绣支行 广州增城市荔城镇御景路2号铺001房、4号铺001房、60号24栋001房
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 广州市中山大道西41号
江南大道中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157号
番禺沙湾支行 广州市沙湾青云大道83号
六福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金聚街1-19号六福商场广场首层、二楼
广源西路支行 广州市机场路40号
棠溪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中岗贝商业街自编一号首层
美林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桃园中路美林湖畔花园293号首层
广州花都新机场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市场斜对面
中信支行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商场首层147单元
东风东路支行 广州市农林下路109号
小北路支行 广州市小北路246号首层
宝华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区99号
建设六马路支行 广州市建设六马路48号首层
海珠中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66号地下
麒麟岗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路16-20号
天河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天河东路102号
陵园西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陵园西路1号之一
国防大厦支行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888号国防大厦西楼首层A1、A2、A3铺
长寿支行 广州市人民中路413号
中荔支行 广州市中山七路330号首层
中山六路支行 广州市中山六路218号捷泰广场首层
华南理工大学支行 广州市五山路华南理工大学西湖厅首层
红棉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天河北路441号
冲口支行 广州市芳村大道东77号
金港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238号
粤秀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天河北路550-560号工行首层
环城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三元里大道23号
新塘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解放北路159号
暨南大学支行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南大学真茹苑地下商铺
解放南路支行 广州市解放南路147-152号首层



从化温泉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河东68号
光明路支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华侨新村光明路28号
从化太平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广从大道2号之一
广州花都狮岭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金狮大道28号
东圃支行 广州市中山大道中433号东圃路口鸫银大厦首层
麓湖路支行 广州市麓湖路5号
花都新华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路63号
番禺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209号
华南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万博中心A1栋
石井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石沙路3号首层
花都城区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路39号
长堤路支行 广州市沿江西路123号
花都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8号
金碧支行 广州市工业大道南金碧花园二期金诚东街27号
花城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
华景新城支行 广州市华景路69号豪门阁首层
第三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54号
东城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水荫路115号
天河北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号光华大厦西翼首层
泰康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泰康路160号
署前路支行 广州市署前一横路1号
站西路支行 广州市广园西路20号
水荫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29号雅景花园首层101铺
从化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从化市街口街中华路6号
增城支行营业室 广州增城市荔城街莲花路13号
南方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环市东路国际大厦裙楼二楼工商银行
天丰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93号
东山广场支行 广州市先烈中路65号东山广场附楼首层
东环支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7号
东华东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1号
中山八路支行 广州市中山八路43号之11
江湾支行 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酒店A座二楼
番禺兴泰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兴泰路2-10号
银山支行 广州市仓边路93-95号工行
夏街支行 广州增城市荔城街夏街大道140号、中坚巷1号
荔乡支行 广州增城市荔城镇荔乡路28号
新塘沙埔支行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沙埔开发区荔富商贸城D幢01、02、03号
新浦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洛溪新城吉祥北道26号吉祥楼东段3号
中华广场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1103、1108铺
从化荔香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沿江南路214-218号
番禺石楼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港大道一号
南沙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143号
番禺平康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平康路51号
穗和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913号穗和大厦首层102号
景泰直街支行 广州市广园新村景泰直街18号
宝岗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中398号
光大花园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榕景路156-166号
江南西路支行 广州市江南西路紫山大街1号之6
茶滘支行 广州市芳村大道西207号
世纪支行 广州市龙津中路599号
烟草支行 广州市林和东路128号底层
革新路支行 广州市富力现代广场二期商场首层103号铺
庄头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1377号A01铺
江燕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213号



广纸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364号
番禺市桥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中路2-6号
科技园支行 广州市天河北路910号高科大厦首层
昌岗中路支行 广州市昌岗中路149号
南沙金岭路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360号
五羊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寺右新马路21号
越秀桥支行 广州市东风东路528号
机场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云港酒店首层
西关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36号
第十甫路支行 广州市第十甫路118-120号
员村新街支行 广州市员村新街10号
执信南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二马路1号龙珠大厦A部
城西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21号富力半岛花园第E1-E2幢1层
中山五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2号
东风中路支行 广州市德政北路443号
骏景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花园骏华轩二层49号-51号商铺
天府路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东晖南街18号
南村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兴花园
番禺石基支行 广州市石基荔新大道2~4号
番禺大岗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兴业路20号兴业楼101号
广州大道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701号
黄华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30号
燕子岗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路6号
天平架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同和云裳丽影花园8栋首层
泰沙路支行 广州市泰沙路21号
环中支行 广州市建设大马路8号之六
黄石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江夏北二路1号亮帆酒店首层（江夏地铁站A出口附近）
政通路支行 广州市政通路41号
黄花岗科技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2号101铺
逸景支行 广州市逸景路278号
大石支行 广州市大石镇105国道大石路段368号
盈彩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1088号中兴花园首层
正佳支行 广州市天河路228号正佳广场首层1A031A
广州花都雄狮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皮革之都69号
麓景路支行 广州市麓景路54-56号麓景雅苑首层
东风西路支行 广州市东风西路78号
元岗支行 广州市天源路28号
东晓支行 广州市东晓南路锦胜街17号101-114房
海印支行营业室 广州市大沙头路31号
瑞宝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3号
海珠南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南路167号
一德路支行 广州市一德路167号
芳村花园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北路524号
南湖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黄庄南路18号
太阳广场支行 广州市天河北路595-599号首层
朝天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路50号
新塘南安支行 广州市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内
祈福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祈福新村商铺137-157号
以太广场支行 广州市解放北路986号
三角市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南路163号首层
利通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层01单元
汇侨新城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汇侨新城南区七栋首层101铺
康乐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46号
怡港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区黄埔东路266号怡港商务大厦101-105铺



怡乐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70号大院12号
萝岗支行 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182C3区首层103单位
大塘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赤岗一街一号首层
沙涌支行 广州市黄埔沙步商业街３号１栋５、６号１至３层
先烈东支行 广州市先烈东路296号首层西侧
科学城支行 广州市萝岗区掬泉路3号G座G101、201、202房
均禾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新石路清湖段30号首层
京溪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283号天健装饰材料城M101铺
中山二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号48号之一
花都云港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龙珠路33号云港花园30-31号商铺
松北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433号首层
府前路支行 广州市解放北路618-620号府前大厦A座首层
建基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98号
永平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1396号
石牌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28号
金雅苑支行 广州市滨江东路124、126号102铺
盛悦居支行 广州市逢源路151号103-105
南洲北路支行 广州市南洲北路195号
颐和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同泰路白云区同泰路97号1~5号铺
枫叶路支行 广州市中山大道枫叶路八号之八
海银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83号海关大厦首层西侧
中石化大厦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中石化大厦柏西商都二楼
椰林路支行 广州市椰林路9号
白云新城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北路云山诗意小区590、592、594、596号铺
江南市场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926号江南市场6号门
荷塘月色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荷塘月色临风居101-104铺
嘉怡支行 广州市大南路100号
中山大道中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区中山大道中89号
永顺支行 广州市萝岗区永和开发区摇田河大街
嘉禾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望岗村塘田街自编126、128号首层之一
汇景新城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北路74号C2C3街区负108-负113\113-129
维多利广场支行 广州市体育西路101号维多利广场首层
市二宫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北52号
誉峰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715号A1-A8栋1层102号
凤凰城支行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汽车城东路130-140号二号商铺
番禺锦绣生态园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振业路4－14号
星汇园支行 广州市金穗路28号丽晶都汇首层
开创大道支行 广州市萝岗区开创大道3220-3225
太和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太和中路74-76号太和商贸大厦首层
龙洞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环村南街6号D栋
番禺节能科技园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宾路832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番山创业中心1号楼一区101号
广州上下九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德星路9号荔湾广场西南角
南沙龙穴岛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口岸大厦首层
广州花都紫薇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紫薇路以南百合路以西雍逸豪廷（扩展）101、102号

沙溪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大道352-358号
钟升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钟升路111号
金沙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悦水二巷5号万科金域蓝湾118-125号商铺
创展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08号创展中心首层1号单元
滨江明珠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205号
人和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7路1号拓展大厦一楼商铺
凤凰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行政中心E栋4楼
沙和路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8号自编1号楼
高德广场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8号G07/106铺
西区支行 广州市开发区开发大道370号首层



碧华坊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正门右则
番禺喜盈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南城路323、325、327、329、331、333号、福景路708、710号
齐富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齐富路1-10号联富大厦首层
华南农业大学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架空层
时代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483号二层
石滩支行 广州市增城市石滩镇岗田路1、3、5、7、9号首层
东田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9号东田大厦首层101、102商铺
广州新塘火车站支行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336号群星新邨5号楼一层015、016号
广州新塘碧桂园支行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碧桂园凤凰城凤妍苑二街2号
知识城支行 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九佛建设路115号
金钟横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金钟横路白兰二街4号101房
挹翠支行 广州市东园横路1街5号省总工会大厦首层
黄石西路支行 广州市黄石西路马务大街1号马务广场首层
白云大道北支行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路183号
从化旺城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旺城大道4、6号
名悦大厦支行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成路2号名悦大厦
金都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站西路57号6号10号楼金都（国际）服装城801房
岑村支行 广州市天河岑村圣堂路工业区3号109铺，科韵路北与华观路交界岑村商务综合楼
梅花园支行 广州市大道北1421号圣地大厦首层120-1、120-2号商铺
南沙珠江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珠江西一路58号
远景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远景路39号
番禺星河湾海怡半岛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星河湾海怡半岛会所一层
中新支行 广州市增城中新镇风光路285号嘉禾大酒店内
轻纺交易园支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82号广州轻纺交易园
番禺金山谷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东艺路金山谷花园26之1号、26之2号、38-46号商铺一层
广州新塘大敦支行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大敦大道165号
庆丰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庆丰广场路6-8号B13铺
从化鳌头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新政路23号
鹤边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鹤边鹤龙一路368-370号
东平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东平大道1号东泰大厦首层
益民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27号益民服装城E区3楼
财富天地广场支行 广州市西湾路150号财富天地广场B区2楼015
朱村支行 广州增城市朱村街朱村大道西12号
江高步行街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花三路（旧广花路）江村庙边大塘商铺10-20号
克山支行 广州市环市西路103号环球国际商贸中心负一层c036、C038号铺
新塘汇美支行 广州市新塘镇汇美东坑三横中路1号5幢首层101号商铺
金钟支行 广州市大金钟路51号首层
新塘牛仔城支行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牛仔城服装城K1228-229号
上步支行 广州市西槎路480号25-28铺
丽影华庭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6号丽影广场首层
南洲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盈丰路37号之二
岭南新世界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岭南新世界集俊街26-64号2801首层
燕侨大厦支行 广州市广汕路北燕侨大厦首层正门东侧3号　
友谊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69号C座首层103铺（友谊公司侧门）
名雅支行 广州市体育东路160号首层
北苑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沙太南路天河北苑F栋首层
明珠支行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利路19号
广州花都雅居乐支行 广州市花都凤凰大道雅居乐雍华庭2-3号
粤电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粤电大楼地下
丽江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丽江花园渔人码头111号
天晟明苑支行 广州市石牌西路113号天晟明苑首层
花都汽车城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10号
十三行路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路64号首层
南沙东涌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公路东涌段150号、152号、154号



广百大厦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广百大厦新翼首层
领峰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8号
花都四季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211号
洛溪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广州奥林匹克花园奥园大厦1-8、1-13号
西城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95号
大基头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同福西路209号
丛桂路支行 广州市丛桂路125号地下
南国支行 广州市珠江信诚平月路南国一街15号
丽景湾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905号丽景湾南楼东塔首层
中山七路支行 广州市中山七路85号底层
恒荔湾畔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北芳村花园中环街13-14号首层
花地大道支行 广州市芳村恒荔湾畔小区(原金兰支行)
海运大厦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308号海运大厦首层
南方大厦支行 广州市沿江西路41号
六二三路支行 广州市十八甫南路西兴街24号首层
沙面支行 广州市沙面北街71号首层
福今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74号
达道路支行 广州市共和西路17号首层
东兴支行 广州市五羊邨东兴南路91号首层
农林下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109号
中山一路支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25号
同德支行 广州市西槎路259号汇美西苑C18铺
东湖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4号
长寿西路支行 广州市文昌南路139号
愉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大江冲路2号之14—15
珠江帝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珠江帝景路悦涛轩B座D6-2一层九号
鹭江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24号之一
远安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远安新街34号
上渡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上渡路123号首层
昌岗东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68号101商铺自编A01房和201商铺自编01房
基立道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基立道6号1-2楼
江湾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湾路76号地下
晓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338号首层
中山大学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大西南区494栋105房
信和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9号首层112铺
顺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立新东街一号顺景雅苑首层之一
天立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1008号首层
乐嘉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8号
站前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站前横路流花东街1号
茶亭支行 广州市解放北路1384号
万福支行 广州市德政中路157号首层
文德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16号
恒福支行 广州市淘金北路16号之一首层
粤垦路支行 广州市粤垦路金燕花苑御侨居E栋首层02铺
院士庭支行 广州市东莞庄路30-34、38号首层106-109铺
育蕾街支行 广州市天河体育西横街83号首层
百灵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百灵路108号
荔城支行 广州增城市荔城街府佑路216号
香山大道支行 广州增城市开发区新塘香山大道2号
从化凤仪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凤仪路85号
花都新都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162号首层
广州花都天贵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天贵路48号华贵苑121、122号铺
花都建设北路支行 广州市新华街宝华路2-44号之七
番禺清河东路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城区大道283号信业商场首层9、10号铺



雅居乐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雅居乐花园十年小雅润园商铺105号铺
番禺德贤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桥南街德贤路53-57号
朝阳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滨江绿园绿叶居首层19-20号
番禺西丽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西丽南路118号
华南碧桂园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华南碧桂园会所旁
番禺康乐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康乐路162号
南大路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105国道大石段561号首层B101\B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