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辦網點名稱 網點位址

琴海支行 珠海市橫琴鎮銀河街 1號商鋪

長隆支行 珠海市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橫琴灣酒店商業區 12號 A、B商鋪

海濱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海濱北路 19號

鳳凰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香洲鳳凰北路 1086號

拱北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拱北桂花南路

香洲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香洲紫荊路 102號

南山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東 1239號

吉大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吉大路 151號

分行營業部 珠海市吉大景山路 19號工行大廈

前山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前山路 53號

南香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香洲紫荊路 102號

灣仔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灣仔中盛路 85號

斗門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斗門區井岸鎮中興中路 65號

金灣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紅旗鎮藤山路 228號

唐家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軟體園路 1號會展中心 A1一層

口岸支行 珠海市香洲檸溪路 609號

五洲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五洲世派街 89、91號商鋪

新洲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紅旗鎮藤山路 228號

蓮花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拱北蓮花路 228號

迎賓支行營業部 珠海市迎賓南路 1084號

橫琴分行營業部 珠海市橫琴新區十字門中央商務區橫琴金融產業服務基地 1號樓

分行營業部 汕頭市迎賓路 1號工行大樓營業部

龍湖支行 汕頭市金砂路 122號 101、201、301、401
外馬支行 汕頭市外馬路 71號

安平支行 汕頭市金環路中環大廈

公園支行 汕頭市外馬路 151號

汕樟支行 汕頭市金砂路 61號

金樟支行 汕頭市汕樟路 77號

達濠支行 汕頭市濠江區廣達大道西側赤港小學前

金湖支行 汕頭市金湖路 37號

金鳳支行 汕頭市金鳳路桃園 47棟 06號

高新技術開發區支行 汕頭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景達科研大廈西側一至三層及地下層

長江支行 汕頭市長江路泰業大廈西側首層

友誼支行 汕頭市長平路與公信路交界處桂園 41棟樓下

韓江支行 汕頭市韓江路發能豪景大廈裙樓一至三層

長平支行 汕頭市碧霞莊北區 1幢

嵩山支行 汕頭市嵩山路麗水莊東區 9棟一層 101--103號

南澳支行 汕頭市南澳縣後宅鎮龍濱路 53號

澄海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澄城西華路與振興路交界處

澄海環東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環城東路萬盛園 13幢 8--10號

澄海宜馨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德政路宜馨花園 1幢 A2至 A3鋪面

潮陽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棉城鎮東山大道西側

潮陽棉城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錦華花園 B1棟首層 1--5號

潮陽和平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和平鎮新和惠路東側鋪面

潮南支行 汕頭市潮南區峽山鎮華南貿易廣場斜對面

潮南兩英支行 汕頭市潮南區兩英鎮陳庫鄉

潮南陳店支行 汕頭市潮南區陳店鎮粵東電子城東側

潮陽東門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棉城文光街道中山中路 131號

達濠濠南支行 汕頭市濠江區海旁路新樂園 12幢樓下

潮南司英路支行 汕頭市潮南區兩英鎮牆新路

潮陽中華路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棉城中華路 126號

潮陽牛頭山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明華花園中區首層 26號

潮陽西環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西門直街大房池



潮南峽山支行 汕頭市潮南區峽山鎮恩波路 B幢 1--3號

澄海益民路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益民路新蕊園 1幢 5--10號

世貿花園支行 汕頭市金砂路 146號 01號房

翠茵支行 汕頭市嵩山路翠茵景苑 C棟 C3--C5
東廈北路支行 汕頭市中信東廈花園二區 3、4棟 108、109、208、209鋪面

陽光支行 汕頭市長平路 182號陽光海岸花園協和水岸第 10棟 106號鋪面

豐澤支行 汕頭市龍湖區 35號街區藍堡國際公寓第 1棟 106、107、206、207鋪面

天華美地支行 汕頭市春江路 1號天華美地第 8幢一層 105、106號

谷饒支行 汕頭市潮陽區谷饒鎮谷貴路茂廣段向北第一單元第 11間至第 14間鋪面

澄海同益路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同益路華達玩具有限公司（同益路臨路鋪面 19-25號）

澄海蓮下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蓮下鎮槐南工業區國道 324線東面蓮陽大橋北側（第 3－5間）

珠江路支行 汕頭市龍湖區廬山路 26號翠英莊龍都禧園 1幢 101-105號房

潮南嘉盛支行 汕頭市潮南區嘉盛豪庭華南住宅第一期項目第一棟首層 S13、14、15單元商鋪

澄海萊美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中山南路萊美路口美髮二路 1號

觀瀾支行 汕頭市金平區東廈路 13號泰安觀瀾豪庭 2幢 106、107、206、207號

嘉頓支行 汕頭市金新北路 154號嘉頓小鎮花園西區 1-3幢 101.102.103鋪面

澄海東裡支行 汕頭市澄海區東裡鎮文化路北側 1-4號一、二層

湘橋支行 潮州市湘橋區綠榮路 648號

潮安支行 潮州市潮安區庵埠鎮廉泉街國稅局對面

楓溪支行 潮州市湘橋區車站西側 A3幢 106房及 A3幢第二層

分行營業部 潮州市潮州大道中段工商銀行大樓 2樓

饒平支行 饒平縣黃崗鎮饒平大道 9號之一

仁化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仁化縣新城路 4號

凡口支行 韶關仁化縣凡口礦人民路（原凡口礦商場）

南門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湞江區北江路第 2棟

西河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武江區惠民北路 21號

風采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湞江區風度北路 25號

東堤支行 韶關市熏風路 14號

北郊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湞江區十裡亭建設路

松山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曲江區韶鋼廠西區

分行營業部 韶關市湞江區建國路 8號

大寶山支行 韶關市曲江區沙溪鎮大寶山礦第二生活區第二棟 50號

韶大支行 韶關市湞江區大學路韶關學院學生就業培訓中心首層

碧桂園支行 韶關市十裡亭鎮五裡亭良村公路 2號韶關碧桂園鳳凰商業廣場 103、104號商鋪

碧水花城支行 韶關市武江區沿江路 16號南楓碧水花城 F棟首層

金洲支行 韶關市武江區沙洲尾芙蓉新城金洲路金貝苑首層 14—15號

金沙支行 韶關市韶南路金沙花園首層一、二號商鋪

沐溪支行 韶關市武江區莞韶產業園陽山一期 323線北側 7號首層 10-17號房

南雄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南雄市雄州鎮湞江路 28號

建設支行 韶關市南雄市雄州大道中路 23號 4—6號門店

始興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始興縣紅旗路 195號

翁源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翁源縣龍仙鎮建設二路 50號

曲江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鞍山路 43號

馬壩支行 韶關市曲江區中華路

新豐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新豐縣人民東路 45號

樂昌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樂城鎮府前路 134號

坪石支行 韶關樂昌市坪石鎮群眾路 60號

乳源支行營業部 韶關市乳源縣鷹峰中路

鷹峰支行 韶關市乳源瑤族自治縣乳城鎮景江南路乳財服務中心大樓首層

流花支行 韶關市西河新華路 53號

東河支行 韶關市湞江中路 22號志興雅苑首層

富源支行 韶關市武江區工業西路沙湖路口電信大廈首層

中山支行 韶關市中山路韶禧大廈 B2座一樓東面第一，二鋪位

西苑支行 韶關市惠民北路 51號 9-13、16號商鋪



新華支行 韶關市新華南路紅星美居中心首層 1、2號

向陽支行 韶關市惠民南 45棟

富興支行 韶關市工業西路市醫藥批發部

大坑塘支行 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韶關鋼鐵廠

鞍山支行 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沿堤三路江畔花園第八棟首層 8、9、10號商鋪

城關支行 韶關新豐縣豐城鎮人民西路 12號

樂城支行 韶關樂昌市解放路紫荊花園步行街（E棟）路口

人民路支行 韶關樂昌市人民中路 131號首層左側商鋪

分行營業部 河源市沿江中路 13號

梅州分行營業部 梅州市梅江區江南嘉應路 23號工商銀行

分行營業部 惠州市長壽路 5號

白鷺湖支行 惠州市汝湖鎮雅居樂白鷺湖湖濱風情商業街 3棟 2層 206-207號商鋪

惠南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惠城區下埔南 2街一巷 2號

惠城支行 惠州市惠城區鵝嶺東路 8號

仲愷支行 惠州市仲愷大道 88號

萬飾城支行 惠州市惠城區演達 1路 18號萬飾城 C座

陳塘湖支行 惠州市麥興路 2號

惠州市麥地支行 惠州市麥地路西湖麗苑社區萬佳百貨旁

仲愷高新區支行 惠州市仲愷高新區合暢 5路 20號社區

大亞灣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大亞灣區安惠大道 98號

惠陽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淡水立交橋側

淡水支行 惠州市惠陽區淡水鎮開城大道 18號魯惠大酒店一樓

中山東支行 惠州市惠城區中山東路 25號

開城支行 惠州市惠陽區淡水鎮開城大道 59-4
秋長支行 惠州市惠陽區秋長鎮人民三路 31號一樓

金惠支行 惠州市惠陽區淡水鎮金惠大道昊康花園一樓

新圩支行 惠州市惠陽區新圩鎮石崗下

惠東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惠東縣新平路 42號

博羅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博羅縣羅陽鎮北門路 13號

博羅石灣支行 惠州市博羅縣石灣鎮清灣路 8號之一

博羅園洲支行 惠州市博羅縣園洲鎮興園路 104號

龍門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龍門縣西林路 23號

江南支行橋東支行 惠州市橋東新建路 48號

演達大道支行 惠州市演達大道 14號雲天華庭首層

惠州市雍逸園支行 惠州市麥地南大道雍逸園社區西門

金田苑支行 惠州市惠城區麥地東一路 22號

麥地南支行 惠州市麥地南路 18號白玉蘭賓館首層

鵝嶺南支行 惠州市惠城區鵝嶺南路 16號南山公館首層

南新支行 惠州市惠城區南壇南路 3號

陳江禦景支行 惠州市陳江陳江鎮白雲山村盈富社區 C1號商鋪

濱江支行 惠州市惠沙堤凱旋閣一樓商鋪

中區支行 惠州市惠陽區淡水鎮中區華府三期一樓

江北支行營業部 惠州市雲山江北大道雙子星國際商務大廈首層

城區專櫃 東莞市運河西二路 14號

萬江專櫃 東莞市萬江區都會廣場一區一樓 101-102鋪

東城專櫃 東莞市東城區東城大道禦景大廈首層

新城專櫃 東莞市莞太大道篁村路段 39號

分行營業部 東莞市莞太路勝和路段 18號

虎門專櫃 東莞市虎門鎮太沙路 181號

石龍專櫃 東莞市石龍鎮龍升路 8號龍城國際傷鋪 A27-33號

石碣專櫃 東莞市石碣鎮新城區政文中路 3號

寮步專櫃 東莞市寮步鎮教育路 169號

大朗專櫃 東莞市大朗鎮美景中路 200號

黃江專櫃 東莞市黃江鎮黃江大道 174-180號



樟木頭專櫃 東莞市樟木頭永甯路展鵬大廈

常平專櫃 東莞市常平鎮平安大道公安分局對面

橋頭專櫃 東莞市橋頭鎮宏達三路 3號

厚街專櫃 東莞市厚街鎮厚街大道東 51號

長安專櫃 東莞市長安鎮蓮花廣場 2J辦
大嶺山專櫃 東莞市大嶺山鎮教育路金暉大廈

塘廈專櫃 東莞市塘廈鎮塘廈大道金塘大廈 1、2
清溪專櫃 東莞市清溪鎮行政中心大道側茂恒商住社區 15-20號

小欖東廟支行 中山市小欖鎮基頭路 37號

小欖支行 中山市小欖鎮升平路 33號

石岐支行 中山市石岐區光明路 6號

中山分行營業部 中山市石岐區悅來南路 7號

南朗支行 中山市南朗鎮錦盛路 1號觀景閣 B4棟 1-3卡

銀海支行 中山市東區東文路嘉惠苑新村嘉興閣商鋪 4-8卡

張家邊東鎮支行 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東鎮大道 13號

銀通支行 中山市石岐東區恒信花園 B區 74-76號

小欖梅花洞支行 中山市小欖鎮新市路 138號

水雲軒支行 中山市東區起灣道華鴻水雲軒 1-4幢首層商鋪 28-31卡

三角支行 中山市三角鎮旭日華庭 7-10號商鋪

小欖九洲基支行 中山市小欖鎮九洲路 387號首層

古鎮東興支行 中山市古鎮鎮東興中路 10號

沙溪星寶支行 中山市沙溪鎮星寶路 8號中信金都華庭 1幢 1-6卡

宏基路支行 中山市石岐區宏基路 90號

松苑支行 中山市東區松苑路 92號之一

三鄉文昌支行 中山市三鄉鎮文昌西路 200號 1、2、3、3-1卡

金匯支行 中山市東區中山三路 16號利和國際金融中心首層

沙溪支行 中山市西區昇華路 7號明珠商住樓 3-11卡

城南支行 中山市東區興文路雍逸廷 B區商鋪 F36棟 50-52卡、F50棟 39卡

南頭支行 中山市南頭鎮南頭大道鎮政府右側珠三角家電中心大廈首層

港口支行 中山市港口鎮興港大道港穗商業大廈首層商鋪 1-3卡

民眾支行 中山市民眾鎮六百六路 159號

張家邊支行 中山市火炬開發區科技新城群英華庭 B幢首層商鋪

古鎮支行 中山市古鎮鎮華庭路燈都華庭商鋪 C14、15卡

大湧支行 中山市大湧鎮岐湧路祥成家私廠對面

橫欄支行 中山市橫欄鎮長安南路 41號

東鳳支行 中山市東鳳鎮麗景花園 66幢

高新技術開發區支行 中山市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火炬大道 3號

小欖紅山支行 中山市小欖紅山路 55號 1-4卡

銀興支行 中山市石岐區孫文東路蓮柏新村 1號 11-12卡（銀河證券旁）

煙洲支行 中山市石岐西區長樂新村第九幢 101
西區支行 中山市西區昇華路 7號明珠商住樓 3-11卡

湖濱支行 中山市石岐區湖濱中路 6號永富閣首層 3-5卡商鋪

三鄉支行 中山市東鳳鎮興華路地方稅務局側

坦洲支行 中山市坦洲坦神北路豪日商務酒店首層

城北支行 中山市西區沙朗港隆南路工行大廈

東升支行 中山市東升鎮郵電局側

板芙支行 中山市板芙鎮板芙大道 57號

小欖永寧支行 中山市小欖永甯新永路 92號

黃圃支行 中山市黃圃鎮興圃大道側

孫文支行 中山市石岐區康華路 11號 3、4卡商鋪

銀苑支行 中山市東區興文路城東名門一號樓一號商鋪

雍逸廷支行 中山市東區興文路雍逸廷 B區商鋪 F36棟 50-52卡、F50棟 39卡

小欖美加支行 中山市小欖鎮民安南路 136號合展大廈 2座一樓商鋪

沙溪隆都支行 中山市沙溪鎮寶珠西路 32號一樓



港口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港口路一號之一

城西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蓬江區白沙大道西 26號首層 1-6軸、A-C軸，6-8軸、B-D軸

江海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江海區永康路 39號 105、106，永康路 41號 101、102、103、106
城區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蓬江區建設三路 135號 1幢 201室、2幢 102-105室

分行營業部 江門市港口路 93號

北新區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蓬江區院士路 72號首層 101、103、133、134室，二層 201室

新會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新會區田心路 2號 107
新會第二支行營業部 江門市新會區三和大道南 146號 106至 111、二層全部

鶴山支行營業部 鶴山市沙坪鎮新鶴路 228號

臺山支行營業部 臺山市臺城鎮環北大道 48 號

開平支行營業部 開平市長沙沿江西路 33 號
恩平支行營業部 恩平市恩新東路 6號

佛山順德紅旗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細滘居委會芳苑路中怡一品豪苑 6、7、8座 16-21號鋪

佛山順德尚湖灣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倫教街道辦事處常教社區居民委員會南苑路 12號尚湖灣 56-62號商鋪

佛山順德繽紛四季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陳村鎮合成居委會佛陳路 3號萬科繽紛四季花園 14號樓 107-112號商
鋪

佛山順德杏城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建設路西 18號鋪位

佛山順德東銀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環市東路 21號東銀閣

順德碧桂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碧桂園居委會碧桂園寫字樓東樓 16、17、17A號鋪

順德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碧鑒路 6號

容桂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容奇大道中 64號

順德德勝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順峰居委會欣榮路 1號水悅城邦花園 1棟 1座 P2-P8商鋪

順德倫教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倫教街道松安路 5號

順德勒流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勒流鎮政和北路 11號

順德桂洲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桂新西路 2號

樂從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荔中路 3號

北滘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躍進南路 4號南翠豪庭之一號鋪

順德錦湖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新基一路 1號

杏壇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建設路西 18號鋪位

順德陳村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陳村鎮錦龍居委會錦龍大道匯錦華庭 A03—A07號

龍江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人民南路 18號

佛山順德容東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容奇大道東 8號

佛山順德均安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均安居委會新城南區富安牛仔布匹城 39號二座 114-116號鋪

順德誠業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陳村鎮碧桂花城商業長廊第 20、21、22、23、25號鋪

佛山順德龍銀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粵隆家私城 B座 2-6前倉

順德銀暉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東樂路廣德業大廈鋪位

佛山順德龍峰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龍峰開發區麗景大廈

吉祥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帝景北路 16號（帝景藍灣）一區 1座、2座 P66-69號鋪位

佛山吉利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吉利圩人和路 10-12號

佛山杏市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杏頭筆架山

佛山南海海城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石(石肯)季業路 13號

佛山南海順平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三山 E34街區商業樓 A座 02、03鋪

南海夏北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錦園路 8號中海萬錦豪園紫荊商業 104-109號鋪

南海桂信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文化北路 42號萬匯城首層

佛山三水文鋒東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沙頭大道 17號成業匯景苑 5座 103-105號

三水奧園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廣海大道東 26號（三水奧林匹克花園）首層一座 101-103
西樵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西樵輕紡城廣夏路 1號

佛山南海金海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鹽步聯桂路上白坭路段薈景豪庭首層 B-39、B-40、B-41號商鋪

萬科城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沿江路 55號 1區一座首層 P1
佛山南海平地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鹽步平地路段北 20號

南海星河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大發市場側順發樓首層 7號鋪和北鋪

南海平東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平洲平東村平東大道 44號

佛山南海樂信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羅村北湖一路 4號時代傾城 52-56棟首層 020-025號商鋪

佛山南海夏教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辦夏西新邨農民公寓首層 2、3、4號商鋪

佛山東元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東村陶瓷總廠側



佛山溶洲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溶洲中路三丫街 8巷 1號

南海東華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黃岐渤海路地稅分局南側

南海城區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南新三路 16號

南海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南海大道南 105號

祖廟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路 3號

升平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禪城區文慶路 2號

朝東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普君西路 1-3號

上沙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中路 1號

佛山匯銀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深甯路 18號 830#商鋪

城西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西路 12號

分行營業部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中路 130號

佛山敦煌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 93號

衛國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普瀾路 19號首層

佛山人民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人民路 104號

佛山中發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張槎中發賓館樓下

佛山南海市東路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園市東下路 25號

桂城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南海大道中 50號

平洲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平洲平七路美心超市首層

佛山南海樵園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西樵江浦西路 5號

南海九江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九江鎮儒林東路 12-15號

大瀝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鳳東裝飾材料市場 B座

南海黃岐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黃岐南海路中南海暉園明湖居 7-10座 9-12號商鋪

佛山南海大江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大瀝水頭工業南路水頭關綜合樓 5、6、7號鋪位

鹽步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鹽步穗鹽路雍景豪園帝景台 25-30座 31、32、33、35、36、38號鋪位

佛山南海官窯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官窯瑤平路 8、10號鋪

南海裡水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裡水鎮朝陽路 42號

南莊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南莊大道 22號

南海沙頭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沙頭鎮民康路 19號

佛山南海藤廠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沙貝大街 72號

佛山南海小塘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小塘鎮一環路 28號

羅村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羅村鎮外灘中區 2號

佛山南海丹灶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商業大道 18號

佛山南海民樂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西樵民樂墟南閘街 21號

石灣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禪城區石灣江灣三路十三座

佛山張槎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張槎白坭公路

和平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石灣和平路 33號

佛山石樑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金瀾路 269號碧雲天首層

佛山來翔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霧崗路 88號村民公寓 C座

城區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人民西路 17號

佛山同華路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同華路 10號

佛山三水文明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園林路 8號

三水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廣場路 1號

佛山三水人民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三達路 19號 102-106
佛山三水文鋒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環城路 42號

高明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高明區荷城滄江路 119號

高明文華路支行 佛山市高明區荷城文華路 388號

綠景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綠景路人才資源開發服務中心首層

汾江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禪城區佛山大道聖堂後街 17號

佛山銀誠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中路 129號之一地下

季華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季華五路建展大廈首層

佛山順德鳳翔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辦事處新滘社區居民委員會鳳翔路 25號

佛山華陽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季華七路 2號怡翠玫瑰園 19-20座 1層 P101-104號鋪位

佛山恒福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朝安南路 63號 P143#、P144#商鋪

順德桂中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新桂中路君御花園 91-95號商鋪



順德北區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環市北路 257-259號商鋪

佛山順德環城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小黃圃居委會東堤一路路段

順德德富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樂從居委會東區振華路 54號商鋪 15、17、19、21、23
佛山順德錦屏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龍江居委會人民南路 18號之四

佛山江灣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江灣一路 38號

南海瀝北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瀝雅路桂江農產品綜合批發市場 30號樓首層

南海松崗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松崗鎮沿江南路 8號

南海花園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海七路 39號保利花園商鋪 007-009號

明珠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福華路 17號之一、二

海景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新明一路 22號 P81
佛山南海時代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裡水鎮洲村工業區草場路口

佛山順德駿暉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容裡駿輝路 3號東聖維拉花園 2座 3、4、5、6號鋪

佛山南海金港灣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九江鎮新堤西路 20號金港灣商業中心 101號

佛山南海金沙灣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黃岐建設大道 1號中海金沙灣西區商業 5號 13號鋪

佛山南海金沙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金甯社區桂丹西路 11號銀匯華庭 118-123號鋪

佛山南海紅沙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松夏工業園 C區華沙路旁生活配套區（1號樓）

佛山順德龍騰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 325國道龍江段 102號之二合創盈科傢俱交易中心 C區 3249號

佛山順德錦繡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辦事處府又社區居民委員會新桂路明日華府 106-110號鋪

佛山南海同樂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西樵太平村國興墩

佛山順德海畔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北滘社區居民委員會東基路 115號海畔嘉苑 12-13號鋪

佛山順德公園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均安鎮恒安路 24號景匯名都 1、18、19座商鋪 104-109
佛山南海金都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謝邊機場路口

佛山順德南區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南區逸林苑 24-32號商鋪

南海創新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簡平路 1號天安南海數碼新城 2棟 104室

佛山南海高邊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高邊村高邊北村民小組新綜合大樓 6、7、8、9、10號鋪位

佛山瀚城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灣梁路 23號首層編號為 P3、P4、P5、P6號的商鋪

佛山三水樂平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樂平鎮樂南路 3號雍翠新城君臨二十六座 57號及二十七座 58-62

佛山順德百合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海尾社區居民委員會文海西路 8號保利合園 40-44號商
鋪

佛山南海九龍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九龍小商品批發城主樓 3號東 101鋪

佛山南海桂海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南海大道中 73號麗雅苑北區

佛山高明工業園支行 佛山市高明區滄江工業園區明建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辦公樓 3-10號鋪

佛山南海樂豐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羅村桂丹路聯星段跨線橋以南 C座首層商鋪 C5-C7鋪位

南海萬科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平路南側萬科金色家園二棟一樓鋪位

佛山南海東苑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寶翠北路 33號中海萬錦東苑商業 2棟 4-7號鋪

南海廣隆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教育路嘉華大廈首層

佛山南海桂華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南一路 39號江南名居錦苑首層 002號至 009號商鋪

華夏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華夏陶瓷博覽城地塊編號為 3-8的 A05商鋪

獅山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南海區松崗鎮沿江南路 8號

佛山順德碧溪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碧溪路麗星名園 15-17號

高新支行營業部 佛山市禪城區福華路 17號之一、二

佛山南海福林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九江鎮洛浦大道 24號 2號樓商鋪

向秀麗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升平路 61號

南海和平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平洲永安中路 11號

佛山東方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兆祥路 6號首層 P122、P123號

高明滄江支行 佛山市高明區荷城街道滄江路 435號福泰華庭 1、2座首層 24-27號

佛山永安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錦華路 90號首層 P39-P44號

佛山金輝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金源街 33號東建世紀嘉園首層 15-17號鋪

佛山大福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金魚街 31號

佛山南海永隆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圖強路 49號

佛山南海蟾豐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鹽步大道 1號

佛山南海桂榮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華翠南路 6號南海頤景園二期 4-6號

佛山南海海北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黃岐海北大道 1號沙面新城金沙洲一號首層 05-08號商鋪

佛山三水耀華支行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康樂路 22號

佛山南海太平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太平大道南商業步行街首層鋪位



佛山南海迭溪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迭滘大道星暉園 2號樓 9號鋪

季園支行 佛山市禪城區季華五路 3號禦景豪庭首層 P03-P06號商鋪

佛山南海華麗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鹽步世貿紡織城 B4座 4、5、6、7號

佛山南海官山支行 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龍泉路滙豐花園首層 2-4號

順德南環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容桂大道北 90號

佛山順德北潮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振華路 207號

佛山順德桂安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容桂紅星管理區文華路以東信達華庭 A3、A5、A6、A7商鋪

佛山順德倫宣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倫教街道辦事處常教居委會城北商住區倫常北路西側

順德新暉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荔中路 3號

佛山順德藤發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水藤村入村大道南側一號地之一及之二

順德新樂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樂從居委會新樂從傢俱城西區九座首層 1C及二層 1-2B
佛山順德龍發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水藤木業市場開發區一號地 CD座首層 5倉

佛山順德龍泉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勒流鎮建設西路 183號

佛山順德龍山支行 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龍山大道 132號

陽江分行營業部 陽江市江城區新江北路 488號

陽春支行營業部 陽春市紅旗路 101號

陽西支行 陽江市陽西縣興華路 22號

分行營業部 湛江市赤坎康順路 29號

第二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赤坎區康寧路 1號

赤坎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赤坎區海北路 18號

霞山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霞山工農路 42號

坡頭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坡頭區南調路 11號

麻章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霞山民治路 126號之二

開發區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41號

遂溪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遂溪縣城椹川路 41號

徐聞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徐城鎮東方二路 3號

雷州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雷城鎮西湖大道 038號

廉江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廉江大道北 55號

吳川支行營業部 湛江市吳川市梅錄鎮人民中路

新華支行 湛江市赤坎區新華路 21號“明晶大廈”首層

海昌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海景路 7號

海景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海濱二路 22號

港口分理處 湛江市霞山區友誼路 1號

麻霞路支行 湛江市麻章區麻霞路 10號

人民大道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人民大道南 53號國貿大廈 B棟首層

金沙灣支行 湛江市赤坎區觀海北路 6號

百園路支行 湛江市赤坎區百園路 12號

五區支行 湛江市坡頭區南油五區麻貫路

文明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文明東路 1號

鑫海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海濱大道南 18號鑫海名城首層

明景花園支行 湛江市開發區明哲路明景花園首層

年豐豪庭支行 湛江市赤坎區金城大道年豐豪庭 7-11首層

海洋花園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觀海路 183號海洋花園 3號商鋪

湛鋼支行 湛江市東山鎮湛林路 8號

駿景支行 湛江市霞山區椹川大道南 29號

君臨海岸支行 湛江市赤坎區觀海北路 10號君臨海岸居住社區 16號樓 04-06號商鋪

分行營業部 茂名市人民南路 36號

第一支行 肇慶市端州五路 10號

端州支行 肇慶市工農北路 5號

端州六路支行 肇慶市端州六路 12號

鼎湖支行 肇慶市鼎湖區坑口羅隱大道麗景園 A棟 111--113卡

四會支行 肇慶市四會拱橋直街 1號

德慶支行 肇慶市德慶縣德城鎮朝陽東路 13號

廣寧支行 肇慶市廣甯縣南街鎮中華中路 6號



封開支行 肇慶市封開縣江口鎮河堤一路 20號

懷集支行 肇慶市懷集縣解放中路 3號

鴻景支行 肇慶市信安路北側棠崗路鴻景觀園第八幢首層 3--6卡

宋城路支行 肇慶市豪居路口 71號

四會銀龍支行 肇慶市四會市光明南路 34座 15-16號

伴月湖支行 肇慶市康樂北路 40號翠庭湖軒 C幢首層 5—9卡

高要支行 肇慶市高要市府前大街 112號

高新區支行 肇慶高新區政德街肇慶市兆強電機科技實業有限公司生活樓 1樓

城東支行 肇慶市建設二路 72號

康樂支行 肇慶市黃塘東路 1號康樂花園第 24幢首層第 7、8、9卡

西區支行 肇慶市正西路 33號

時代廣場支行 肇慶市端州五路二號時代廣場 A區第 1--A40卡

分行營業部 肇慶市端州三路 34號

東風支行 肇慶市天甯北路 1號新城廣場首層 C3-C4卡

西江支行 肇慶市星荷路 4區 26幢 A幢九卡

懷集城中支行 肇慶市懷集縣懷城鎮城中路 78號

分行營業部大廳 清遠市清城區橋北一路 1號

連江支行 清遠市新城 2號區連江路建北大廈主樓首層商鋪

上廓支行 清遠市清城下廓街南城大廈首層

新城支行營業部 清遠市銀泉南路 15號區萬科華府商業 6號樓 101-110號商鋪

石角支行 清遠市清城區石角鎮教育路頤景園一號樓 44號

清新支行營業部 清遠市清新縣清新大道 12號新亞時代城 A7幢 101
開發區支行營業部 清遠市清城區 107國道龍塘路口大豐豪庭海琴灣 7幢首層 104-108號

佛岡支行營業部 清遠市佛岡縣石角鎮振興中路 120號

英德支行營業部 英德市英城和平中路 75號

連州支行營業部 連州市人民路 111號

新城連江二支行 清遠市清城區連江路 70號民政大廈首層

陽山支行營業部 清遠市陽山縣陽城鎮北門路 140號

東江支行 清遠市新城半環路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清遠分公司綜合樓附樓首層

鶴堂支行 清遠市清城區城北三路五號恒豐華庭 10號樓首層 16-22號

分行營業部 揭陽東山黃岐山大道中段

普寧支行營業部 普寧市流沙鎮河西路 3號

榕城支行營業部 揭陽市榕城區同德路以東、望江北路以北環宇漆線經營部綜合樓 1－3號商鋪 1-2層

揭東支行營業部 揭陽市揭東縣 206國道北側圩埔路 101-104號一層

揭西支行營業部 揭陽市揭西縣河婆鎮新河路 3號

惠來支行營業部 揭陽市惠來縣惠城鎮南門西路 21號

東山支行營業部 揭陽市東山區 10街以東

分行營業部 雲浮市建設北路 3號

新興支行營業部 新興縣大園路 1號

第一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越秀區沿江中路 193號

第二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沿江西路 145號

吉祥支行 廣州市東風中路 313號

荔灣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荔灣區南岸路 63號三樓

北京路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越秀區廣衛路 10號

廟前直街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廟前直街 15號

同福中路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同福中路 470
沙園支行 廣州市工業大道北 135號

黃埔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黃埔區大沙地東路 41號

鶴洞支行 廣州市鶴洞路 191號之一

新市支行 廣州市機場路 1001號

江村支行 廣州市江高鎮江同路 145號

芳村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荔灣區花地大道北 254、256、258號

南沙黃閣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黃閣鎮麒龍東路 30號 102房

逢源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多寶路 135號



五山支行 廣州市五山路 448號

沙河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禺東西路 28號

工業大道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工業大道北 31號 1層

番禺新城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橋富華東路 39、41號

荔城鎮掛綠路支行 廣州增城市荔城鎮掛綠路 1號

德政中路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德政中路 316-318號

大德路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越秀區大德路 280號

鐘村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鐘村鎮鐘靈北路 62號

石化支行 廣州市黃埔區石化路 160號

新滘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石榴崗路 7號大院 7-1號 01房

白雲路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越秀區白雲路 117號

西華路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西華路 531號

黃埔支行大沙支行 廣州市黃埔區豐樂路 123號

軍校路支行 廣州市黃埔區軍校路 1號

紅山支行 廣州市黃埔區廣新路 641號

東區支行 廣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區一橫路 A1首層

流花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站前路 237號

員村支行 廣州市黃埔大道中路 298號首層

經濟技術開發區支行營業 廣州市經濟開發區開發大道 370號

雲山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白雲區雲城東路 511號 101-105房

廣州花都公益大道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公益大道鑽石商務大樓首層

增江支行 廣州市增城市增江街增江大道南 3號一幢 101、102、103、104、二幢 101、102號

新塘永和支行 廣州增城市永寧街永順路 47、49號

錦繡支行 廣州增城市荔城鎮禦景路 2號鋪 001房、4號鋪 001房、60號 24棟 001房

高新技術開發區支行營業 廣州市中山大道西 41號

江南大道中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江南大道中 157號

番禺沙灣支行 廣州市沙灣青雲大道 83號

六福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赤崗路金聚街 1-19號六福商場廣場首層、二樓

廣源西路支行 廣州市機場路 40號

棠溪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三元里大道中崗貝商業街自編一號首層

美林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桃園中路美林湖畔花園 293號首層

廣州花都新機場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花東市場斜對面

中信支行 廣州市天河北路 233號中信廣場商場首層 147單元

東風東路支行 廣州市農林下路 109號

小北路支行 廣州市小北路 246號首層

寶華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荔灣區 99號

建設六馬路支行 廣州市建設六馬路 48號首層

海珠中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海珠中路 66號地下

麒麟崗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京溪路 16-20號

天河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天河東路 102號

陵園西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陵園西路 1號之一

國防大廈支行 廣州市黃埔大道西 888號國防大廈西樓首層 A1、A2、A3鋪

長壽支行 廣州市人民中路 413號

中荔支行 廣州市中山七路 330號首層

中山六路支行 廣州市中山六路 218號捷泰廣場首層

華南理工大學支行 廣州市五山路華南理工大學西湖廳首層

紅棉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天河北路 441號

衝口支行 廣州市芳村大道東 77號

金港支行 廣州市黃埔區港灣路 238號

粵秀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天河北路 550-560號工行首層

環城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三元里大道 23號

新塘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增城新塘鎮解放北路 159號

暨南大學支行 廣州市黃埔大道西 601號暨南大學真茹苑地下商鋪

解放南路支行 廣州市解放南路 147-152號首層



從化溫泉支行 廣州市從化區溫泉鎮河東 68號

光明路支行 廣州市環市東路華僑新村光明路 28號

從化太平支行 廣州市從化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從大道 2號之一

廣州花都獅嶺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金獅大道 28號

東圃支行 廣州市中山大道中 433號東圃路口鶇銀大廈首層

麓湖路支行 廣州市麓湖路 5號

花都新華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路 63號

番禺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番禺區光明北路 209號

華南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迎賓路萬博中心 A1棟

石井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石井石沙路 3號首層

花都城區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建設路 39號

長堤路支行 廣州市沿江西路 123號

花都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花都區風神大道 8號

金碧支行 廣州市工業大道南金碧花園二期金誠東街 27號

花城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華夏路 8號

華景新城支行 廣州市華景路 69號豪門閣首層

第三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 754號

東城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水蔭路 115號

天河北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北路 90號光華大廈西翼首層

泰康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泰康路 160號

署前路支行 廣州市署前一橫路 1號

站西路支行 廣州市廣園西路 20號

水蔭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水蔭路 29號雅景花園首層 101鋪

從化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從化市街口街中華路 6號

增城支行營業室 廣州增城市荔城街蓮花路 13號

南方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環市東路國際大廈裙樓二樓工商銀行

天豐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 93號

東山廣場支行 廣州市先烈中路 65號東山廣場附樓首層

東環支行 廣州市環市東路 477號

東華東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東川路 1號

中山八路支行 廣州市中山八路 43號之 11
江灣支行 廣州市沿江中路 298號江灣酒店 A座二樓

番禺興泰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街興泰路 2-10號

銀山支行 廣州市倉邊路 93-95號工行

夏街支行 廣州增城市荔城街夏街大道 140號、中堅巷 1號

荔鄉支行 廣州增城市荔城鎮荔鄉路 28號

新塘沙埔支行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沙埔開發區荔富商貿城 D幢 01、02、03號

新浦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大石洛溪新城吉祥北道 26號吉祥樓東段 3號

中華廣場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中山三路 33號 1103、1108鋪

從化荔香支行 廣州市從化區江埔街沿江南路 214-218號

番禺石樓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石樓鎮蓮港大道一號

南沙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南沙區港前大道南 143號

番禺平康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平康路 51號

穗和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廣州大道南 913號穗和大廈首層 102號

景泰直街支行 廣州市廣園新村景泰直街 18號

寶崗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寶崗大道中 398號

光大花園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榕景路 156-166號

江南西路支行 廣州市江南西路紫山大街 1號之 6
茶滘支行 廣州市芳村大道西 207號

世紀支行 廣州市龍津中路 599號

煙草支行 廣州市林和東路 128號底層

革新路支行 廣州市富力現代廣場二期商場首層 103號鋪

莊頭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寶崗大道 1377號 A01鋪

江燕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江燕路 213號



廣紙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工業大道中 364號

番禺市橋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清河中路 2-6號

科技園支行 廣州市天河北路 910號高科大廈首層

昌崗中路支行 廣州市昌崗中路 149號

南沙金嶺路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金嶺北路 360號

五羊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寺右新馬路 21號

越秀橋支行 廣州市東風東路 528號

機場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機場路雲港酒店首層

西關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下九路 36號

第十甫路支行 廣州市第十甫路 118-120號

員村新街支行 廣州市員村新街 10號

執信南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竹絲崗二馬路 1號龍珠大廈 A部

城西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增槎路 21號富力半島花園第 E1-E2幢 1層

中山五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中山五路 22號

東風中路支行 廣州市德政北路 443號

駿景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駿景花園駿華軒二層 49號-51號商鋪

天府路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天府路東暉南街 18號

南村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南興花園

番禺石基支行 廣州市石基荔新大道 2~4號

番禺大崗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大崗鎮興業路 20號興業樓 101號

廣州大道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廣州大道南 701號

黃華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黃華路 30號

燕子崗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燕子崗路 6號

天平架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廣州大道北同和雲裳麗影花園 8棟首層

泰沙路支行 廣州市泰沙路 21號

環中支行 廣州市建設大馬路 8號之六

黃石路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江夏北二路 1號亮帆酒店首層（江夏地鐵站 A出口附近）

政通路支行 廣州市政通路 41號

黃花崗科技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先烈中路 82號 101鋪

逸景支行 廣州市逸景路 278號

大石支行 廣州市大石鎮 105國道大石路段 368號

盈彩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中山大道中 1088號中興花園首層

正佳支行 廣州市天河路 228號正佳廣場首層 1A031A
廣州花都雄獅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獅嶺皮革之都 69號

麓景路支行 廣州市麓景路 54-56號麓景雅苑首層

東風西路支行 廣州市東風西路 78號

元崗支行 廣州市天源路 28號

東曉支行 廣州市東曉南路錦勝街 17號 101-114房

海印支行營業室 廣州市大沙頭路 31號

瑞寶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南洲路 3號

海珠南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南路 167號

一德路支行 廣州市一德路 167號

芳村花園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東漖北路 524號

南湖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黃莊南路 18號

太陽廣場支行 廣州市天河北路 595-599號首層

朝天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朝天路 50號

新塘南安支行 廣州市新塘鎮太平洋工業區內

祈福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鐘村鎮祈福新村商鋪 137-157號

乙太廣場支行 廣州市解放北路 986號

三角市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越秀南路 163號首層

利通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珠江東路 32號利通廣場 4層 01單元

匯僑新城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匯僑新城南區七棟首層 101鋪

康樂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 146號

怡港支行 廣州市黃埔區黃埔區黃埔東路 266號怡港商務大廈 101-105鋪



怡樂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怡樂路 70號大院 12號

蘿崗支行 廣州市科學城科學大道 182C3區首層 103單位

大塘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赤崗路赤崗一街一號首層

沙湧支行 廣州市黃埔沙步商業街３號１棟５、６號１至３層

先烈東支行 廣州市先烈東路 296號首層西側

科學城支行 廣州市蘿崗區掬泉路 3號 G座 G101、201、202房

均禾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均禾街新石路清湖段 30號首層

京溪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沙太路 283號天健裝飾材料城 M101鋪

中山二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中山二路號 48號之一

花都雲港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龍珠路 33號雲港花園 30-31號商鋪

松北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增槎路 433號首層

府前路支行 廣州市解放北路 618-620號府前大廈 A座首層

建基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建基路 98號

永平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大道北 1396號

石牌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中山大道西 28號

金雅苑支行 廣州市濱江東路 124、126號 102鋪

盛悅居支行 廣州市逢源路 151號 103-105
南洲北路支行 廣州市南洲北路 195號

頤和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同泰路白雲區同泰路 97號 1~5號鋪

楓葉路支行 廣州市中山大道楓葉路八號之八

海銀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83號海關大廈首層西側

中石化大廈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體育西路 191號中石化大廈柏西商都二樓

椰林路支行 廣州市椰林路 9號

白雲新城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黃邊北路雲山詩意社區 590、592、594、596號鋪

江南市場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增槎路 926號江南市場 6號門

荷塘月色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黃石路荷塘月色臨風居 101-104鋪

嘉怡支行 廣州市大南路 100號

中山大道中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區中山大道中 89號

永順支行 廣州市蘿崗區永和開發區搖田河大街

嘉禾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嘉禾街望崗村塘田街自編 126、128號首層之一

匯景新城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匯景北路 74號 C2C3街區負 108-負 113\113-129
維多利廣場支行 廣州市體育西路 101號維多利廣場首層

市二宮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江南大道北 52號

譽峰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金穗路 715號 A1-A8棟 1層 102號

鳳凰城支行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汽車城東路 130-140號二號商鋪

番禺錦繡生態園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鐘村鎮振業路 4－14號

星匯園支行 廣州市金穗路 28號麗晶都匯首層

開創大道支行 廣州市蘿崗區開創大道 3220-3225
太和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太和鎮太和中路 74-76號太和商貿大廈首層

龍洞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龍洞環村南街 6號 D棟

番禺節能科技園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東環街迎賓路 832號番禺節能科技園內番山創業中心 1號樓一區 101號

廣州上下九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 9號荔灣廣場西南角

南沙龍穴島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龍穴島口岸大廈首層

廣州花都紫薇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紫薇路以南百合路以西雍逸豪廷（擴展）101、102號

沙溪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洛浦街沙溪大道 352-358號

鐘升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鐘落潭鎮鐘升路 111號

金沙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金沙洲悅水二巷 5號萬科金域藍灣 118-125號商鋪

創展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體育東路 108號創展中心首層 1號單元

濱江明珠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濱江東路 205號

人和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人和鎮鶴龍 7路 1號拓展大廈一樓商鋪

鳳凰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政府行政中心 E棟 4樓

沙和路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沙和路 108號自編 1號樓

高德廣場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西路 8號 G07/106鋪

西區支行 廣州市開發區開發大道 370號首層



碧華坊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華南碧桂園正門右則

番禺喜盈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橋南街南城路 323、325、327、329、331、333號、福景路 708、710
號

齊富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齊富路 1-10號聯富大廈首層

華南農業大學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五山路 483華南農業大學圖書館架空層

時代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南洲路 483號二層

石灘支行 廣州市增城市石灘鎮崗田路 1、3、5、7、9號首層

東田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海安路 19號東田大廈首層 101、102商鋪

廣州新塘火車站支行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港口大道 336號群星新邨 5號樓一層 015、016號

廣州新塘碧桂園支行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碧桂園鳳凰城鳳妍苑二街 2號

知識城支行 廣州市蘿崗區九龍鎮九佛建設路 115號

金鐘橫路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金鐘橫路白蘭二街 4號 101房

挹翠支行 廣州市東園橫路 1街 5號省總工會大廈首層

黃石西路支行 廣州市黃石西路馬務大街 1號馬務廣場首層

白雲大道北支行 廣州市白雲大道北路 183號

從化旺城支行 廣州市從化區城郊街旺城大道 4、6號

名悅大廈支行 廣州市珠江新城華成路 2號名悅大廈

金都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站西路 57號 6號 10號樓金都（國際）服裝城 801房

岑村支行 廣州市天河岑村聖堂路工業區 3號 109鋪，科韻路北與華觀路交界岑村商務綜合樓

梅花園支行 廣州市大道北 1421號聖地大廈首層 120-1、120-2號商鋪

南沙珠江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珠江街珠江西一路 58號

遠景路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遠景路 39號

番禺星河灣海怡半島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星河灣海怡半島會所一層

中新支行 廣州市增城中新鎮風光路 285號嘉禾大酒店內

輕紡交易園支行 廣州市新港西路 82號廣州輕紡交易園

番禺金山谷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東藝路金山谷花園 26之 1號、26之 2號、38-46號商鋪一層

廣州新塘大敦支行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大敦村大敦大道 165號

慶豐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慶豐廣場路 6-8號 B13鋪

從化鼇頭支行 廣州市從化區鼇頭鎮新政路 23號

鶴邊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嘉禾街鶴邊鶴龍一路 368-370號

東平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東平大道 1號東泰大廈首層

益民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濂泉路 27號益民服裝城 E區 3樓

財富天地廣場支行 廣州市西灣路 150號財富天地廣場 B區 2樓 015
朱村支行 廣州增城市朱村街朱村大道西 12號

江高步行街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江高鎮夏花三路（舊廣花路）江村廟邊大塘商鋪 10-20號

克山支行 廣州市環市西路 103號環球國際商貿中心負一層 c036、C038號鋪

新塘匯美支行 廣州市新塘鎮匯美東坑三橫中路 1號 5幢首層 101號商鋪

金鐘支行 廣州市大金鐘路 51號首層

新塘牛仔城支行 廣州增城市新塘鎮牛仔城服裝城 K1228-229號

上步支行 廣州市西槎路 480號 25-28鋪

麗影華庭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中路 356號麗影廣場首層

南洲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盈豐路 37號之二

嶺南新世界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大道嶺南新世界集俊街 26-64號 2801首層

燕僑大廈支行 廣州市廣汕路北燕僑大廈首層正門東側 3號

友誼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環市東路 369號 C座首層 103鋪（友誼公司側門）

名雅支行 廣州市體育東路 160號首層

北苑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天平架沙太南路天河北苑 F棟首層

明珠支行 廣州市珠江新城華利路 19號

廣州花都雅居樂支行 廣州市花都鳳凰大道雅居樂雍華庭 2-3號

粵電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黃埔大道中粵電大樓地下

麗江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大石麗江花園漁人碼頭 111號

天晟明苑支行 廣州市石牌西路 113號天晟明苑首層

花都汽車城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風神大道 10號

十三行路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十三行路 64號首層

南沙東湧支行 廣州市南沙區東湧鎮市南公路東湧段 150號、152號、154號



廣百大廈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廣百大廈新翼首層

領峰支行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金穗路 68號

花都四季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建設北路 211號

洛溪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洛浦街廣州奧林匹克花園奧園大廈 1-8、1-13號

西城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西路 195號

大基頭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同福西路 209號

叢桂路支行 廣州市叢桂路 125號地下

南國支行 廣州市珠江信誠平月路南國一街 15號

麗景灣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濱江東路 905號麗景灣南樓東塔首層

中山七路支行 廣州市中山七路 85號底層

恒荔灣畔支行 廣州市荔灣區龍溪大道北芳村花園中環街 13-14號首層

花地大道支行 廣州市芳村恒荔灣畔社區(原金蘭支行)
海運大廈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濱江中路 308號海運大廈首層

南方大廈支行 廣州市沿江西路 41號

六二三路支行 廣州市十八甫南路西興街 24號首層

沙面支行 廣州市沙面北街 71號首層

福今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 774號

達道路支行 廣州市共和西路 17號首層

東興支行 廣州市五羊邨東興南路 91號首層

農林下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農林下路 109號

中山一路支行 廣州市中山一路 25號

同德支行 廣州市西槎路 259號匯美西苑 C18鋪

東湖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東湖西路 4號

長壽西路支行 廣州市文昌南路 139號

愉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大江沖路 2號之 14—15
珠江帝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珠江帝景路悅濤軒 B座 D6-2一層九號

鷺江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 224號之一

遠安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濱江中路遠安新街 34號

上渡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上渡路 123號首層

昌崗東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昌崗東路 268號 101商鋪自編 A01房和 201商鋪自編 01房

基立道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基立道 6號 1-2樓

江灣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江灣路 76號地下

曉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東曉路 338號首層

中山大學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 135號中大西南區 494棟 105房

信和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昌崗中路 239號首層 112鋪

順景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立新東街一號順景雅苑首層之一

天立支行 廣州市海珠區濱江東路 1008號首層

樂嘉路支行 廣州市白雲區樂嘉路 8號

站前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站前橫路流花東街 1號

茶亭支行 廣州市解放北路 1384號

萬福支行 廣州市德政中路 157號首層

文德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文德路 16號

恒福支行 廣州市淘金北路 16號之一首層

粵墾路支行 廣州市粵墾路金燕花苑禦僑居 E棟首層 02鋪

院士庭支行 廣州市東莞莊路 30-34、38號首層 106-109鋪

育蕾街支行 廣州市天河體育西橫街 83號首層

百靈路支行 廣州市越秀區百靈路 108號

荔城支行 廣州增城市荔城街府佑路 216號

香山大道支行 廣州增城市開發區新塘香山大道 2號

從化鳳儀支行 廣州市從化區街口街鳳儀路 85號

花都新都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建設北路 162號首層

廣州花都天貴支行 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天貴路 48號華貴苑 121、122號鋪

花都建設北路支行 廣州市新華街寶華路 2-44號之七

番禺清河東路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石基鎮城區大道 283號信業商場首層 9、10號鋪



雅居樂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雅居樂花園十年小雅潤園商鋪 105號鋪

番禺德賢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橋南街德賢路 53-57號

朝陽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大石街朝陽東路濱江綠園綠葉居首層 19-20號

番禺西麗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西麗南路 118號

華南碧桂園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迎賓路華南碧桂園會所旁

番禺康樂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康樂路 162號

南大路支行 廣州市番禺區大石街 105國道大石段 561號首層 B101\B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