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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分行 广州合景国际金融广场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合景国际金融广场23层 (86-20) 3839 2866

2 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分行营业部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97号-199号
020-83153720
020-83153703

3 广东省分行 广州白云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882号101房、201
房

(86-20) 3591 8241

4 广东省分行 广州白云从化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从化街口镇新城东路74号 (86-20) 8792 9451

5 广东省分行 广州白云黄石东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4号（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正门侧）

(86-20) 3620 9612

6 广东省分行 广州白云远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远景路88号远景花园首层 (86-20) 2285 8312

7 广东省分行 广州长堤支行财富管理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91号 (86-20) 8333 9329

8 广东省分行
广州华厦大酒店支行财富中
心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路8号B座2楼北部场地及
自编号B117号

(86-20) 8339 6786

9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东湖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21号 (86-20) 8379 6047

10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东山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25号之一五洲大厦
1-5层

(86-20) 3887 4654

11 广东省分行 广州五羊新城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89号 (86-20) 8700 7202

12 广东省分行 广州番禺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大街清河东路338号 (86-20) 8469 8710

13 广东省分行 广州番禺祈福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祈福新村临时商铺
160-186号

(86-20) 3477 6228

14 广东省分行 广州番禺华南碧桂园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399号会所
103号、105号

(86-20) 3476 5302

15 广东省分行 广州海珠支行 广州大道南880号首层 (86-20) 8904 0510

16 广东省分行 广州江南大道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215号之三 (86-20) 8442 9936

17 广东省分行 广州珠江广场支行 广州市滨江东路811号铺 (86-20) 3425 5497

18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花都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商业大道27号 (86-20) 8683 1845

19 广东省分行 广州开发区分行营业部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路2号 (86-20) 8221 1725

20 广东省分行 广州增城新塘支行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解放北路130号 (86-20) 8267 1978

21 广东省分行 广州增城支行 广东省增城市荔城镇挂绿路11号 (86-20) 8271 9200

22 广东省分行 广州荔湾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北路1083号 (86-20) 8121 3150

23 广东省分行 广州南沙金洲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93号 (86-20) 8468 7366

24 广东省分行 广州天河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60号101房、2楼、
301房、302房南区

(86-20) 3886 9095
(86-20) 3882 3111

25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芳草园支行 广州市天河北路569号首层自编001 (86-20) 38460951

26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中信广场支行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二层207B-210号 (86-20) 3891 1865

27 广东省分行 广州越秀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首层 (86-20) 8337 4026

28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花园酒店支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首层 (86-20) 8382 6348

29 广东省分行 广州珠江支行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26号雅居乐中心第1层
8号商铺及夹层第2层1号商铺第5层1-8第6
层1-5第20层7单元

020-37895638
020-37895655

30 广东省分行 广州太古汇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一座
1005单元

(86-20) 3847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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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东省分行 东莞常平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还珠沥路段置业广场首
层105-106号铺

(86-769) 8220 0201

32 广东省分行 东莞厚街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厚街镇体育路16号 (86-769) 8152 1083

33 广东省分行 东莞清溪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清溪镇鹿城西路茂恒商住小区1栋商住楼
商铺01、02及2栋商住楼商铺107-113

(86-769) 8209 8228

34 广东省分行 东莞塘厦支行营业部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迎宾路三正半山豪苑雅景
园S1-10号

(86-769) 8786 8013

35 广东省分行 东莞樟木头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樟木头镇莞惠大道维多利花园皇朝阁1-4
号商铺

(86-769) 8770 6782

36 广东省分行 东莞虎门支行营业部 东莞虎门镇太沙路171号 (86-769) 8511 2911

37 广东省分行 东莞大朗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大朗镇富民中路193号7栋148室 (86-769) 8223 1006

38 广东省分行 东莞中堂支行营业部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新兴路45号 (86-769) 8811 2201

39 广东省分行 东莞石碣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石碣镇东风南路3号 (86-769) 8663 3226

40 广东省分行 东莞凤岗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凤岗镇永盛大街中银大厦一至三楼 (86-769) 8755 9138

41 广东省分行 东莞莞城支行营业部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运河西二路13号 (86-769) 2221 0071

42 广东省分行 东莞东城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东城区金月湾广场B区B1号、B2号铺及
BA1、BA2、BA3、BA5、BA6、BA7、BA8号
商铺

(86-769) 2249 8000

43 广东省分行 东莞石龙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石龙镇新城区裕兴路滨江豪园6-12栋住
宅楼商铺28-30号铺

(86-769) 8661 8718

44 广东省分行 东莞长安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北路中惠山畔名城A区长青
路商场及GH区188、284号

(86-769) 8547 8027

45 广东省分行 东莞南城支行营业部
南城区东骏路38号世纪城玫瑰公馆3栋商铺
109-115

(86-769) 2868 3004

46 广东省分行 佛山景兴环球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锦园路13号景兴环球大
厦4楼

(86-757)  8163 0720

47 广东省分行 南海支行理财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59号 0757-86285253

48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里水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夏塘路113号华苑大厦1楼
101号铺、102号铺、103号铺、105号铺、
106号铺

(86-757)  8568 9266

49 广东省分行 佛山石湾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中二路7号 0757-82029033

50 广东省分行 佛山湖景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湖景路11号首层P13-P17号商铺 0757-82029191

51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大沥支行营业
部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行政金融中心新城大道中
（金茂酒店旁）首层及二层

(86-757)  8555 2627

52 广东省分行 佛山张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三路10号P3商铺 0757-82029962

53 广东省分行 南海西樵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官山城区西樵轻纺城东区3
号101

(86-757)  8688 7294

54 广东省分行 黄岐支行营业部 南海区黄岐岐西路70号 0757-81136772

55 广东省分行 佛山汾江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莲花路1号 (86-757)  8202 9295

56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桂城支行 南海桂城天佑三路13号首层2幢东北1、2号铺 0757-86224080

57 广东省分行 佛山分行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西路2号中国银行佛山分行营
业部

0757-82683682

58 广东省分行 惠州惠阳支行 惠阳淡水镇开城大道中国银行惠阳支行 0752-3822219

59 广东省分行 惠州长寿路支行 惠州市长寿路4号 0752-2629246

60 广东省分行 惠州博罗支行 博罗县罗阳镇博惠路3座1号 (86-752) 6200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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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广东省分行 惠州惠东支行 惠东县平山镇建设路6号 0752-8801612

62 广东省分行 惠州惠城支行 惠州市鹅岭南路10号 (86-752) 2289 552

63 广东省分行 惠州陈江支行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办事处陈江大道中9
号

0752-3199220

64 广东省分行 惠州江北支行 惠州市江北云山西路10号投资大厦一楼、二楼 0752-2866250

65 广东省分行 惠州吉隆支行 惠东县吉隆镇沿河东上路（原吉隆镇河东新区） 0752-8631261

66 广东省分行 惠州博罗石湾支行 博罗县石湾镇湾湖东路32号 0752-6913026

67 广东省分行 惠州大亚湾支行 惠州市大亚湾区新澳大道13号 (86-752) 5558 650

68 广东省分行 惠州分行营业部 惠州市麦地路22号中国银行一楼 0752-2678514

69 广东省分行 江门分行营业部 江门市港口路22号 0750-3160306

70 广东省分行 江门北新支行 江门市迎宾大道东17号 (86-750) 3375 697

71 广东省分行 江门台山支行营业部 台山市台城镇桥湖路46号 0750-5551631

72 广东省分行 江门恩平支行营业部 恩平市新平中路78号 0750-7722460

73 广东省分行 江门新会支行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东73号江会时代城
1A001-1A005、1A013、1A015、1A017、
1A019、1A021、1A023、1A025、1A027、
1A029-1A086、2A

0750-6622007
0750-6622078

74 广东省分行 江门鹤山支行营业部 鹤山市沙坪镇新城路228号 0750-8830322

75 广东省分行 顺德分行营业部 广东佛山顺德大良凤山西路2号 (86-757)  2238 9838

76 广东省分行 顺德北滘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居民委员会怡兴
路8号盈峰商务中心一层B2区和二层E区

0757-26601883

77 广东省分行
顺德分行乐从支行营业
部

顺德乐从新马路A39号
0757-28100021
0757-28100025

78 广东省分行 顺德容桂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奇大道中29号 0757-26383211

79 广东省分行 顺德碧桂花城支行 顺德陈村镇碧桂花城锦苑4-7号 0757-29269836

80 广东省分行 中山分行理财中心 中山市石岐中山三路18号中银大厦首层 (86-760) 8811 6132

81 广东省分行 中山古镇支行理财中心 中山市古镇镇灯都华庭A1型C1-C3卡首层商铺 (86-760) 8755 2376

82 广东省分行 中山三乡支行理财中心
中山市三乡镇振华路3号三乡金融商务中心113
卡

(86-760) 2338 6122

83 广东省分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珠海市粤海东路1148号 (86-756) 8713000

84 广东省分行 珠海斗门支行 珠海市斗门区中兴中路51号 0756-5525840

85 广东省分行 珠海吉大支行 珠海市九洲大道东1131号 (86-756) 3353 222

86 广东省分行 珠海香洲支行 珠海市穗珠路1号 (86-756) 2121 831

87 广东省分行 珠海拱北支行 珠海市侨光路218号 0756-8889051

88 广东省分行 肇庆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古塔中路1号 (86-758) 2813 315

89 广东省分行 肇庆四会支行 广东省肇庆四会市东城街道丽安路凯怡豪庭7号 (86-758) 3324 035

90 广东省分行 中山西区支行 中山市西区富华道27号1号商铺029-032卡 (86-760) 8863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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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广东省分行 中山坦洲支行 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工业大道72号 (86-760) 88116387

92 广东省分行 中山南朗支行理财中心
广东省中山市同胜小区同贺街二巷二号商铺5-8
卡

(86-760) 88113919

93 广东省分行 中山凯茵支行 中山市凯茵新城岭峰3座首层 (86-760) 88228191

94 广东省分行 珠海湾仔支行 珠海市湾仔中盛路29路 0756-8822777

95 广东省分行 珠海前山支行 珠海市前山路37号瀚林苑38-41#、49#商铺 0756-8985610

96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丹灶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有为大道兰苑一街5号 0757-85412499

97 广东省分行
佛山高明支行营业部理
财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111号 0757-88983605

98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卫福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大福路5号 0757-82029331

99 广东省分行
佛山罗村支行营业部理
财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罗湖中路1号首层、二层
部分

(86-757) 86431123

100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平洲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南港路4号南港名轩
1幢115-119铺和南港名轩120铺

0757-86777564

101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九江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大正路北15号洛浦园B6座
商铺105-107号和B5座商铺108号

0757-86558441

102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庄支行营业部理
财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大道西57号 0757-85397360

103 广东省分行
佛山三水支行营业部理
财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文锋中路4号 0757-87712400

104 广东省分行 顺德君御花园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桂中路君御花园支行20号
之一首层商铺

0757-22286877

105 广东省分行 顺德伦教支行 佛山顺德伦教新丰路50号 0757-27886099

106 广东省分行 顺德龙江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华路23号保利家园商业
南一栋一层68号

0757-23368994

107 广东省分行 顺德陈村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合成社区居民委员会白陈
公路190号景盛佳园2栋12-16号商铺

(86-757) 23351280

108 广东省分行 顺德杏坛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环镇路6号 0757-27776513

109 广东省分行 顺德均安支行 顺德均安镇百安路8号 (86-757) 25500791

110 广东省分行 顺德勒流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金城路4号金桂楼 (86-757) 25565790

111 广东省分行 惠州新圩支行 惠州市惠阳新圩镇石岗下 0752-3626186

112 广东省分行 惠州博罗园洲支行 博罗县园洲镇新城区兴园路 0752-6680831

113 广东省分行 东莞茶山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茶山镇大新百货一楼 (86-769) 81855820

114 广东省分行 东莞大岭山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大岭山镇中兴路1号 (86-769) 85609308

115 广东省分行 东莞道滘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道窖镇新城区道厚路8号
(86-769) 88311266
（818）

116 广东省分行 东莞东坑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东坑镇中兴大道中康怡大厦首、二层 (86-769) 83696342

117 广东省分行 东莞分行营业部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72号
0769-22819888-
8115

118 广东省分行 东莞横沥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横沥镇双龙舫步行街1号楼一层128A、
129A、130A、131A商铺

(86-769) 83711313

119 广东省分行 东莞黄江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黄江大道旭龙贸易有限公
司工业大厦

(86-769) 83360989

120 广东省分行 东莞寮步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寮步镇良边村新城中心区香市路香市经
贸大厦入门左侧首层商铺

(86-769) 8231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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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广东省分行 东莞麻涌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孖涌围东莞市恒生电子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综合楼B栋首层

(86-769) 81903030

122 广东省分行 东莞企石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企石镇振华路1号 (86-769) 86789090

123 广东省分行 东莞桥头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田新段)60号东莞市百
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综合楼首层

(86-769) 83421163

124 广东省分行 东莞石排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336号 (86-769) 86655158

125 广东省分行 东莞万江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万江区万江路北3号华南摩尔主题购物公
园盛世华南住宅区4、6号楼09-15号商铺

(86-769) 22708780

126 广东省分行 东莞望牛墩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望牛墩镇望联村乔兴大厦A区一、二层 (86-769) 88514266

127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东涌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路254-262号 (86-20) 84907830

128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万顷沙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新广六路1号 (86-20) 84948096

129 广东省分行 广州南沙科技园区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蒲洲广场港前大道149、151号 (86-20) 84689222

130 广东省分行 广州时代广场支行 广州市天河直街160号首层1-2号铺 (86-20) 38820302

131 广东省分行 广州林和西路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104单元 (86-20) 38550035

132 广东省分行 广州体育西路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23号新创举大厦首层
单元二及部分单元一（南面）

(86-20) 38781169

133 广东省分行
广州横滘支行财富管理
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573号首层 (86-20) 36471866

134 广东省分行 广州黄边北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黄边北路199号A栋自编
103-110号商铺

(86-20) 36217067

135 广东省分行 广州工业大道支行 广州市工业大道99号 (86-20) 34019860

136 广东省分行 广州珠影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76号之二101 (86-20) 89562134

137 广东省分行 广州保利国际广场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
首层

(86-20) 89898392

138 广东省分行 广州增城凤凰城支行 广州市碧桂园凤凰城交通中心1-2号商铺 (86-20) 82800012

139 广东省分行 广州增城中新支行 广东省增城市中新镇中福路19号 (86-20) 82866104

140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东风西路支行 广州市东风西路62号首层 (86-20) 81368354

141 广东省分行 广州嘉和苑支行 广州市东风西路148号1-3号商铺 (86-20) 81369276

142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中山八路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20号首层 (86-20) 81951290

143 广东省分行 黄埔大道西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499号 (86-20) 38896592

144 广东省分行 东圃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商业大厦B座首层 (86-20) 31606207

145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花都迎宾大道支行 广州市新华街迎宾大道105号8栋首层 (86-20) 36893433

146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花都狮岭皮革城支
行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赤公路与宝峰路交汇处
友田大厦首层05号商铺

(86-20) 36919077

147 广东省分行 肇庆高要金利支行
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金龙大道厚福花苑F10幢
首层101卡商铺

(86-758) 8525 130

148 广东省分行 肇庆高要支行 高要市要南一路49号 (86-758) 8392 880

149 广东省分行 中山沙溪支行 中山市沙溪镇宝珠中路19号 (86-760) 87794175

150 广东省分行
横琴自由贸易区分行营
业部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珠海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3、4号物业

075-830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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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广东省分行 佛山厚辉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1号厚辉广场首层101号
铺及二层201号铺

0757-82029123

152 广东省分行 广州中山大学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蒲园区
628号海珠中大科技综合楼首层东区

(86-20) 84113688

153 广东省分行 广州广大路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广卫2号之一首层东侧商铺 (86-20) 83196651

154 广东省分行 广州恒福路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恒福路98-100号 (86-20) 83573030

155 广东省分行 友谊商店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69号自编2号楼首层
105商铺

(86-20)-83572064

156 广东省分行 广州逢源路支行 广州市逢源路153号 (86-20) 81240106

157 广东省分行 丽江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南浦岛丽江花园丽荃楼首
层06-07、8-1、8-3（8）-2号

(86-20) 84585552

158 广东省分行 东莞谢岗支行
东莞市谢岗镇广场中路1号永江国际公馆1栋商
铺111、112、113、114、115

0769-86002586

159 广东省分行 东莞沙田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沙田镇阇西村东港华府4号商业楼、住宅
楼商铺113-116及215-220

0769-88668656

160 广东省分行 东莞松山湖科技园支行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沁园路7号长城世家
36幢商铺111-116及107

0769-22891907

161 广东省分行 东莞高埗支行营业部 东莞市高埗镇高埗大道61号 0769-81308881

162 广东省分行 东莞洪梅支行
东莞市洪梅镇洪梅大道60号鸿盈大厦商业、办
公楼商铺101、102、103

0769-81005032

163 广东省分行 江门开平支行营业部 开平市三埠祥龙中银路一号 2303321

164 广东省分行 江门蓬江支行 江门市建设路28号 0750-3359079

165 广东省分行 江门住建大厦支行
江门市江海区江海一路63号房产大厦一楼（A
区）

0750-3812552

166 广东省分行 江门开平开华路支行 开平市开华路13号 0750-2338507

167 广东省分行 江门开平新昌中路支行 开平市三埠区新昌路2号之一、之二号 0750-2390757

168 广东省分行 江门城区支行 江门市西区大道45—47号 0750-3559570

169 广东省分行 江门丰乐路支行 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183号 0750-3531751

170 广东省分行 肇庆高新区科技支行
肇庆市大旺区旺都花园8号楼首层商铺、C幢
202、203、204房

(86-758) 3638 030

171 广东省分行 肇庆鼎湖支行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罗隐大道 (86-758) 2622 336

172 广东省分行
惠州大亚湾北澳大道南
路支行

惠州市大亚湾澳头镇北澳大道南路6号 0752-5558661

173 广东省分行 惠州惠阳中山四路支行 惠州惠阳区淡水中山四路2号 0752-3917992

174 广东省分行 惠州仲恺科技园支行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34号小区总部经济大楼一楼 0752-3199233

175 广东省分行 惠州上塘支行 惠阳区淡水镇南门大街47号嘉顺大楼首层 0752-3816890

176 广东省分行 惠州仲恺开发区支行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1-33号 0752-2629599

177 广东省分行 惠州惠阳河背街支行 惠阳区淡水镇河背街45号 0752-3816922

178 广东省分行 惠州水口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办事处龙湖大道南212
号宏新富苑A栋112至114号商铺

0752-7837316

179 广东省分行 惠州金山湖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环湖一路16号金山湖丹荔园1号
楼2单元1层05-08号

0752-2107133

180 广东省分行 惠州演达路支行 惠州市演达路南翠花园5-7栋首层7号
0752-
2289195/228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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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广东省分行 惠州小金支行 惠州市小金口街道办事处金府路4号 0752-2839086

182 广东省分行 广州番禺新城支行 广州市番禺市桥镇大北路128号 020-84832163

183 广东省分行 广州南沙分行营业部
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1号101、201
房

020-39919947

184 广东省分行 广州黄阁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黄莲板麒龙东路28号
108房

020-34972008

185 广东省分行 广州花都茶园路支行 广州市新华街茶园路2号 020-86839085

186 广东省分行 中山君悦豪庭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4号103卡 (86-760) 8880 1862

187 广东省分行 珠海九洲港支行 珠海市吉大情侣南路156号首层 0756-3345370

188 广东省分行 珠海莲花支行 珠海市拱北莲花路41号 0756-8885259

189 广东省分行 珠海人民西路支行 珠海市香洲红山路52号商铺一层

0756-2213796
（临时停业期间星园路
支行联系电话0756-
2682920）

190 广东省分行 珠海高新科技园区支行 珠海市软件园路1号会展中心1#大厅 0756-3398162

191 广东省分行 珠海华宁支行 珠海市拱北港昌路142—146号 0756-8129611

192 广东省分行 珠海华发新城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明达路23号116、117、118号
商铺

0756-8301905
0756-8301906

193 广东省分行 珠海口岸支行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01号 0756-8118695

194 广东省分行 珠海迎宾支行
珠海市拱北昌盛路1号1F11、12、15、16、
17、19号商铺

0756-8183685

195 广东省分行 珠海粤华路支行 珠海市粤华路187＃、189＃商场一层
0756-8181832
0756-8158226

196 广东省分行 珠海银海支行 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267号1号铺 0756-8884430

197 广东省分行
珠海港珠澳大桥口岸支
行

珠海市香洲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西澳二街
1号205商铺

0756-3323173

198 广东省分行 珠海唐家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山房路36号 0756-3310899

199 广东省分行 珠海珠海港支行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榕树湾8号首层109号、
二层209号商铺

0756-
7268588/7228095

200 广东省分行 珠海新青支行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新青科技园联谊路友诚
商住楼G1103铺、G型地铺D号和G型地铺F
号

0756-5218771

201 广东省分行 珠海江湾支行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江湾三路192、194、
196号

0756-5555231

202 广东省分行 珠海兰埔支行
珠海市拱北兰埔路156号金域廊院14-19号
商铺

0756-8600312

203 广东省分行 珠海梅华西路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春晖路一号箐华名苑14-17号
商铺

0756-2511707

204 广东省分行 珠海柠溪支行 珠海市香洲柠溪路451、453号 0756-2274786

205 广东省分行 珠海星园路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371号、373号，星
园路222、224、226、228号商铺

0756-2682920
0756-2682921

206 广东省分行 珠海金鼎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78-84号商
铺

0756-3381566

207 广东省分行 珠海南坑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香洲银桦路4号东区 0756-2227348

208 广东省分行 珠海南屏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泉路108、110、112、
114、120号

0756-8671138

209 广东省分行 珠海朝阳支行 珠海市香洲乐园路70-102号商铺 0756-2258859

210 广东省分行 珠海景山支行 珠海市吉大园林路67号 0756-333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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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广东省分行 珠海碧景园支行 珠海市香洲兴柠街73-79号 0756-2299313

212 广东省分行 珠海平沙支行
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平塘路222、224号商
铺

0756-7753700

213 广东省分行 珠海明珠路支行
珠海市前山翠平街175号商铺、明珠南路
3234号商铺一楼及二楼北部

0756-8506727

214 广东省分行 珠海石花山支行 珠海市吉大水湾路359号 0756-3333609

215 广东省分行 珠海东风路支行
珠海市香洲东风路30号瀚高广场一座一层二
层2号商铺

0756-2254043

216 广东省分行 珠海保税区支行 珠海市保税区国际贸易展示中心首层A2号 0756-8686863

217 广东省分行 珠海红旗支行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金荷路420、422、424、
426号商铺

0756-7228003

218 广东省分行 珠海三灶支行
珠海市三灶镇琴石路302号21栋5-7号、22
栋12号商铺

0756-7762999

219 广东省分行 珠海溪城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131、133、135、137
号商埔

0756-2622626

220 广东省分行 佛山三水乐平支行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乐平大道37号锦溢华庭
二座105-106号

0757-87392398

221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官窑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官窑大道54号 0757-85886589

222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小塘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三环东路9号上林
苑1栋首层24号商铺、25号商铺

0757-86662857

223 广东省分行 佛山南海和顺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和顺大道10号万福城商业
广场1号楼F01-04

0757-85662034

224 广东省分行 顺德小黄圃支行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小黄圃外
环路2号保利外滩花园6座10-15号铺

0757-28891243

225 广东省分行 广州白天鹅宾馆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南街1号白天鹅宾馆北门
街自编号C3号商铺

226 广东省分行 惠州龙门支行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迎宾大道（清溪）青
龙路123号云鹏花园1栋41-45号商铺

0752-7781911

227 深圳分行 深圳上步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1006号航都大厦一、二
楼

(86-755) 2233 9632
(86-755) 2233 9638
(86-755) 2233 9622

228 深圳分行 深圳罗湖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2048号宝丽大厦一、
二楼

(86-755) 2233 9322

229 深圳分行 深圳南头支行理财中心 南山区天利中央广场A座一楼 (86-755) 2233 6778

230 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前海蛇口分行
营业部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路18号海景广场
22339099
22330614
22330616

231 深圳分行 深圳福田支行理财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7028号香蜜新村1栋
首层

(86-755) 2233 7556

232 深圳分行 深圳东门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2020号金融大厦
(86-755) 2233 9365
(86-755) 2233 7418
(86-755) 2233 9361

233 深圳分行 深圳高新区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联想研发中
心1楼

(86-755) 2233 7717

234 深圳分行 深圳布吉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心商务区中安大厦
一楼

(86-755) 2233 5734
(86-755) 2233 4585

235 深圳分行 深圳福永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270号中国
银行

(86-755) 2233 0670
(86-755) 2233 9165
(86-755) 2233 5120

236 深圳分行 深圳锦绣财富管理中心 深圳市龙华新区锦绣江南会所一楼
(86-755) 2233 9017
(86-755) 2233 0648 

237 深圳分行
深圳中心区支行理财中
心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00号鼎和大厦裙楼
第1层

(86-755) 2233 8985

238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财富管
理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22号国际金融大厦
15A

(86-755) 2233 1275 
(86-755) 2233 0073

239 深圳分行 龙岗支行营业部 龙岗区德政路区财政局 (86-755) 2233 7818

240 深圳分行 深圳莲塘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罗沙路3048号 (86-755) 2233 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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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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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深圳分行 深圳东部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盐田区公园路59号 (86-755) 2233 8355

242 深圳分行 深圳宝安支行营业部
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兴路西侧万骏经贸大厦1
栋一楼

(86-755) 2233 9050
(86-755) 2233 9051
(86-755) 2233 9052
(86-755) 2233 9079

243 深圳分行 深圳龙华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北路442号 (86-755) 2233 8030

244 深圳分行 深圳时代金融中心支行 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一楼 (86-755) 2233 8414

245 深圳分行
深圳河套皇岗分行营业
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皇城广场
(86-755) 2233 9619
(86-755 )2233 9620
(86-755) 2233 9618

246 深圳分行 深圳西部通道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太子路18号海景广场三楼中国
银行前海蛇口分行

22339090/ 22339091/ 
22336586

247 深圳分行 深圳曦湾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2288号曦湾华府首层
22330620 / 22339106 
/22336023

248 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深圳南油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10号东滨华苑首层
22330617 / 22330619 
/ 22339097

249 深圳分行 深圳湾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白石路与深湾二路交汇
处京基御景东方花园首层东侧中国银行

（86-755) 2233 7734

250 深圳分行 市民中心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负一楼
(86-755) 2233 9305
(86-755) 2233 9289

251 深圳分行 万象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鼎丰大厦一楼
(86-755) 2233 0660
(86-755) 2233 9600
(86-755) 2233 0661

252 深圳分行 国贸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一楼中国银
行

(86-755) 2233 5523
(86-755) 2233 0943
(86-755) 2233 5526

253 深圳分行 人民南路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1009号房地产大厦一、
二楼

(86-755) 2233 5550
(86-755) 2233 5642
(86-755) 2233 9329

254 深圳分行 地铁支行 中国深圳市地铁一号线罗湖站A出口
(86-755) 2233 9310
(86-755) 2233 9311                                                                                                              
(86-755) 2233 9342

255 深圳分行 罗湖联检楼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罗湖口岸联检楼一楼大
厅A内10-13号

(86-755) 2233 9315
(86-755) 2233 9325
(86-755) 2233 9339

256 深圳分行 坪山支行营业部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中山大道深业东城
上邸花园4栋商铺34、35号和1层商铺45号

(86-755) 22339200

257 深圳分行 云城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万科云城三期北区
一楼

(86-755) 2233 8202
(86-755)2233 6963

258 深圳分行 福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1008号时代广场首层 (86-755) 22333568

259 深圳分行 福华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三路与民田路交
汇处星河国际花园裙楼

(86-755) 2233 4683

260 深圳分行
河套皇岗分行福田保税
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桂花路16号红树绿洲一栋一层
(86-755) 2233 9221
(86-755) 2233 6426

261 深圳分行 文锦渡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08号京鹏大厦1.2
楼

(86-755) 2233 0027
(86-755) 2233 9229
(86-755) 2233 9230

262 深圳分行 中建大厦支行 深圳市东门南路3026号中建大厦1楼
(86-755) 2233 6416
(86-755) 2233 6412

263 深圳分行 向西路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向西路36号向西花园首层中国
银行

(86-755) 2233 9231
(86-755) 2233 6464

264 深圳分行 光明支行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光明大街88号
(86-755) 22337958
(86-755) 22337904

265 深圳分行 前海湾支行
深圳市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一路63号
1层

22330947 / 22330533 
/ 22330538

266 深圳分行
河套皇岗分行福田口岸
支行

裕亨路23号联检大楼二楼东侧
(86-755) 2233 9239
(86-755) 2233 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