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港通龙卡」建行账户开户网点

深圳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深圳市分行财富管理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C座二楼

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68号建行大厦东侧

罗湖商业城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1168号罗湖商业城二楼

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金融中心东座一、二楼

城东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1034号华都园大厦一楼

罗湖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28号

和平路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海关裙楼5号一楼

凤凰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罗湖区政府大楼一号

宝安路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西湖花园一楼

笋岗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桃园商业大厦一楼

人民北路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立新花园三区B栋南段首层

东湖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泰宁花园A、B、C首层

东乐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路5号东晓综合市场首层

碧波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路2103号

布心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2009号罗湖文化馆一楼

黄贝岭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01号鸿昌广场一楼

莲塘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工业区建行大厦一楼

中心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27号

福民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2号皇庭居首层

住房城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一号银荔大厦首层

泰然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第三小区304栋首层

中旅公馆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中旅公馆2期商铺

福田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C座

铁路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三路福昌苑首层

景苑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合正名园C首层

滨河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东园路台湾花园一楼

金田路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皇岗村文化中心大楼一楼

益田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住宅区23栋一楼西、114栋首

层西

福田保税区支行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深福保大厦一楼

益民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共和世家碧云轩一楼

八卦岭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五街鹏基商务时空大厦一楼

园岭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园东花园群楼南面中侧

深南中路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万德大厦一楼

爱华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94号

福祥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祥街四号一层

长城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白沙岭长安大厦B座一楼

振兴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28号国土规划设计研究院综

合大楼一楼西侧

长盛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长盛大厦一楼

莲花北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村东富莲大厦2栋首层

国会大厦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A座首层

天健世纪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天健世纪花园1栋首层

莲花山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莲花大厦东座首层

彩田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润鹏花园首层

金地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沙尾工业区先龙大厦一楼

金沙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荣路鸿景湾名苑首层

东海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东海花园东海坊G18

园博园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道越海家园裙楼首层

振华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一楼

红荔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76号天平大厦首层

景田支行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景 田 北 街 2 1 号 名 进 投 资 大 厦        

首层东侧

梅林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怡景大厦首层

梅景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一村28栋首层

新洲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新洲花园首层

南山大道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时代骄子大厦一楼

鸿瑞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鸿瑞花园18栋首层

前海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港湾丽都首层

蛇口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路18号海景广场一楼

南山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关口路一号

科苑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工业园科苑路3号

沙河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白石洲建行大楼

高新园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新南一道中国科技

开发院大厦一楼

南油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西海湾花园B区商铺01号

招商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路东首

海月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后海大道海月花园底层

英龙支行  深圳市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展业大厦首层

侨城东支行  深圳市深南大道9019号华侨城段新浩城花园一层

盐田支行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沙盐路2015号

梧桐山支行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幸福湾大厦一楼

沙头角支行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金融路九十五号

宝城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2088号天悦龙庭一楼

沙井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沙路新丰宾馆一楼

宝安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建安路68号

创业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建安路弘雅花园雅豪轩首层

新安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十区冠城世家1001-1002号

安乐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兴华路富源花园一楼112、113、

114地辅

前进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前进1路天源大厦首层

观澜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办观澜大道613号

机场支行  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航站3路建行大厦

松岗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明大道4号

公明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长春路宏汇阁首层

福永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厦

平湖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双拥街深华业大厦

龙城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翔东路建设大厦一楼

龙兴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办内环路九州家园一期三

栋一楼

大工业区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坪山街道办金山路3号

横岗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松柏路51号

荣超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荣超花园205、206单元

沙湾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穗深路建行大厦

南岭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综合大厦首层

龙岗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福西路龙城国际综合楼   

三楼

大鹏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市政中心广场钟楼2号首层

翠竹支行  深圳市翠竹路翠竹大厦一楼

翠园支行  深圳市翠竹路1048号高标大厦一楼

独树支行  深圳市农产品批发市场C301

上步支行  深圳市福南中路福田大厦1-2楼

华侨城支行  深圳市华侨城兴隆街22号

田背支行  深圳市洪湖路29号湖景花园首层

龙华支行  深圳市龙华街道办人民北路宝龙大厦

布吉支行  深圳市布吉金鹏路第二统建楼

嘉宾路支行  深圳市嘉宾路4053号金威大厦1楼 

坂田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571号

广东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东城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43号瑞达大厦

一、二层

南国花园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平月路南国一街11号

首层

东环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环市东路336号

白云支行  广州市广园中路217号

海珠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157号

赤岗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82号首、二层

滨江中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506号106铺、508号105  

商铺

名门大厦分理处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2号首层32-36号   

商铺

越秀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190号-198号首层、

198号二、三楼、200号四楼

中山六路支行  广州市朝天路81号之3-4首、二层

羊城支行  广州市北京路295号广州百货大厦东南首、二层 

部分

江湾路分理处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湾路142、144号

芳村支行  广州市芳村花蕾路2号之一

天河支行营业室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

直属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232号

天河东路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110号

天河直街支行  广州市天河直街85号首层

新城海滨花园分理处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月路407号首层

建设路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建设六马路33号109,226,227

林和中路支行  广州市林和中路156号103、202号

西城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91号103、203、

303



苏州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常熟支行营业部  常熟市海虞北路34号

张家港支行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西街238号

昆山支行营业部  昆山市前进西路228号

苏州市分行营业部专柜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18号

干将支行专柜  干将东路879号

新区支行营业部  苏州高新区狮山路95号

沧浪支行  苏州带城桥131号

平江支行  苏州临顿路88号

园区支行营业部  工业园区旺墩路158号

城中支行营业部  苏州三香路618号

金阊支行  苏州市金门路101号

太仓支行营业部  太仓城厢镇县府街44号

相城支行营业部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华元路780号

吴中支行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51号

吴江支行营业部  吴江市中山南路2220号

盛泽支行营业部  盛泽镇舜新中路28号

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18号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苏州高新区狮山路95号

厦门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鹭江支行  厦门市鹭江道98号建行大厦一楼

开元支行  厦门市美仁新村底层商场69－73号

湖滨南支行  厦门市湖滨南路8号

宁波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广济街31号

宁波市财富管理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外马路69号

慈溪财富管理中心  浙江省慈溪市峙山路279号

柳西储蓄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蓝天路176-1号

第三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北路62号

余姚支行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路2号

镇海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聪园路118号

北仓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新大路251号

兴宁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甬港南路265号

第二支行     浙江省宁波市大庆南路6号

浙江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绍兴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2号 

嘉兴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嘉兴市紫阳街208号

温州分行营业部  温州市车站大道建行大厦一楼

金华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金华市解放东路1号营业部

杭州松木场储蓄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588号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6号

湖州分行  浙江省湖州市红旗路118号营业部

衢州分行  浙江省衢州市上街56号

义乌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义乌市稠州北路468号

义乌兴源分理处  浙江省义乌市西城路88号

荔湾支行  广州市中山七路304号之一

东山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166-168号

署前路支行  广州市署前路33号首层

番禺支行（营业部）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繁华路41号

番禺丽江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丽江花园丽荃楼首层121A、

121B（1-3）号

番禺祈福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村度假俱乐部17、18铺

花都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路68号

花都钻石商务大厦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公益路23号商铺

增城新塘支行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解放北路168号

江门

江门市分行  江门市建设二路102号

开平支行  开平市长沙开华路44号

汕头

汕头市分行  汕头市金砂路113号

建营支行  汕头市长平路15号

惠州

惠州市分行  惠州市江北云山西路12号德赛大厦

惠阳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南门大街

博罗支行  博罗县罗阳镇罗阳一路170号

佛山

大良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升平居委清晖路146号

南海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禅城支行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南路79号

中山

中山港支行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路1号

坦洲支行  中山市坦洲镇工业大道2号

三乡支行  中山市三乡镇雅居乐新城六期C2幢A3、A5、A6、

A7、A8、A9、A10、A11、A12卡

东莞

东莞市分行  东莞市南城区胜和体育路5号健升大厦

城区支行  东莞市城区八达路128号

万江支行  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墟社区莞穗大道412号

石碣支行  东莞市石碣镇新城区东风中路丰盛大厦1-5层

虎门支行  东莞市虎门镇港口路银丰大厦

长安支行  东莞市长安镇长怡路粮贸大厦109号

常平支行  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金汇大厦首层

桥头支行  东莞市桥头镇文德路1号

凤岗支行  东莞市凤岗镇永盛大街新世纪广场

珠海

拱北支行  珠海市拱北莲花路295号

香洲支行  珠海市香洲凤凰南路1042号海城大厦一楼

吉大支行  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1001号 

瑞安支行  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383号

温岭支行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东辉路135号

台州分行  台州市广场西路1号

丽水分行  丽水市大洋路430号

舟山分行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中路68号

青田支行  青田县鹤城镇龙津路116号

兰溪支行  市区丹溪大道25号

舟山普陀支行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同济路118号

杭州吴山支行  上城区延安路118号

无锡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无锡分行营业部  无锡市五爱路88号

滨湖支行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路45号

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无锡市新区长江路2号

锡山支行营业部  无锡市广瑞路31号

江阴支行营业部  江阴市人民中路125-127号

宜兴支行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镇人民中路158号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无锡市新区长江路2号

福建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福州城东支行   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56号

泉州分行营业部   泉州丰泽街建行大厦 

北京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宣武支行金融街储蓄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二层 

兴融支行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宣武支行营业部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314号

上海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闸北支行   天目西路290号

宝钢宝山支行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398号

金山石化支行   金山区石化象州路92号

黄浦支行   淮海东路85号底层

卢湾支行   徐家汇路530号

徐汇支行   衡山路920号 

长宁支行   延安西路2067号六楼

静安支行   愚园路172号一楼 

普陀支行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95号

虹口支行   吴淞路211号1-4A室

杨浦支行   长阳路1288号

闵行支行   闵行区沪闵路6555号

嘉定支行   塔城路365号

松江支行   松江区松江镇中山中路89号

南汇支行   南汇区惠南镇人民西路85号

奉贤支行   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中路332号

青浦支行   青浦区城中东路550号

崇明支行   崇明县城桥镇八一路387号

浦东分行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900号

上海分行营业部   淮海中路200号



天津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鑫茂支行 天津市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迎水道150号-05

西青支行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西青道280号

武清支行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雍阳西道与新华路交口处

和平路支行 天津市塘沽区和平路32号

宁河支行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光明路45号

王顶堤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园荫道20号

城南新世家分理处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城南新世家10号楼1319号底商

富力城分理处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西街582号、590号

南开支行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51号

静海支行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静文路

津南支行 天津市津南区津沽路178号

蓟县支行 天津市蓟县人民东路1号

红桥支行 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86号、193号 

先春园分理处 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隆春里戊座底墒104号

紫金支行 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澳隆花园3号楼B区一层

华厦津典分理处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南路与珠江道交口南侧涟水园

11号－22号（11－22）

罗马花园支行 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126号

平山道支行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50号

天津分行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19号增1号

河东支行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号

金纬路分理处 天津市河北区金纬路188号

河北支行 天津市河北区平安街68号

赛顿财富支行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与成都道交口东北侧赛顿

大厦3-1-1805

南门外分理处 天津市和平区南门外大街305号

解放支行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88号

福安大街支行 天津市和平区福安大街新文化花园新丽居底商104号

新文化分理处 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新文化花园新典居102号

汉沽支行 天津市汉沽区新开中路88号

东丽支行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先锋路27号

大港支行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98号

北辰支行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东果园北道北

宝坻支行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110号

滨海财富支行 天津开发区第二大街35号银座大厦1702室

塘沽分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一号

开发分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场东路20号滨海金融街

E3AB1-4

泰星支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21号财富星座购物

中心底商20号

河北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廊坊融汇支行 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36号

廊坊开发区支行 河北省廊坊开发区四海路159号

石家庄西大街支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大街70号

石家庄广安街支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24号

唐山分行营业部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106号

唐山北新道支行 河北省唐山市北新东道25号

华北石油潜山道分理处 河北省任丘市渤海路54号

沧州新华路支行 河北省沧州市清池南大道2号

承德分行营业部 河北省承德市南营子大街建行大厦

承德车站路支行 河北省承德市铁路新居宅建行车站路支行

邯郸人民路支行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路东段174号

邯郸世纪支行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路219号

秦皇岛文化路支行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路144号

张家口北站支行 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安大街60号

衡水桃城支行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东路139号

邢台新兴东大街支行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新兴东大街69号

保定东风中路支行 河北省保定东风中路1861号

河北省分行直属支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40号

辽宁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辽宁 

沈阳中山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176号

沈阳融汇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十三纬路109号

沈阳铁路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99号

沈阳和平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17号

沈阳铁西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10号

沈阳城内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1号

沈阳大东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113号

沈阳皇姑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中路52号

沈阳北站开发区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167甲1-2

沈阳南湖科技开发区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5巷-1

沈阳苏家屯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28号

沈阳东陵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3号

沈阳沈北新区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央路52号

沈阳于洪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20号

沈阳沈中支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28号

鞍山分行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胜利路40号

抚顺分行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华大街15号

本溪分行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平山路18号

丹东分行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三经街16号

锦州分行 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大街二段56号

营口分行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东38号

阜新分行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经纬路15号

辽阳分行营业部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49号

铁岭分行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广裕街61号

朝阳分行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四段52号

盘锦分行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大街111号

葫芦岛分行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34号

大连 

大连市分行营业部 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1号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43-1号

星海湾支行 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B2区1号

商品交易所支行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A座16层东区

山东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山东 

莱芜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鲁中东大街9号

淄博张店支行营业室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95号（钻石商务大厦）

淄博分行营业部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32号

枣庄丰源支行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中路37号

东营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东营市西二路508号

东营胜利支行 山东省东营市济南路71号

烟台开发支行营业室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177号

烟台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9号

潍坊诸城支行营业室 诸城市密州路8-1号

潍坊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33号

济宁分行营业部 济宁市市中区红星中路36号

济宁任城支行 济宁市市中区洸河路2号

泰安分行营业部 泰安市升平街76号

威海分行营业部 威海市世昌大道19号

威海环翠支行营业室 威海市新威路58号

日照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日照市黄海一路86号

菏泽分行开发分理处 菏泽市人民路816号

临沂罗庄支行营业室 临沂市罗庄区龙潭路中段

临沂分行营业部 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路58－1号

滨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八路513-5号

德州分行营业部 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北路33号

聊城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西路78号

山东省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178号

济南高新支行 济南市二环东路东环国际广场3966号

济南大观园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269号

济南历下支行营业室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51号

济南舜耕支行 济南市济大路8号

青岛 

青岛市分行 山东省青岛市贵州路71号

青岛市南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新浦路1号

青岛市北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台东一路39号

四方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重庆南路26号

李沧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书院路46号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246号

城阳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200号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51号

中山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中山路93号



即墨支行 山东省即墨市岙兰路768号

胶州支行 山东省胶州市郑州东路39号

胶南支行 山东省胶南市珠海东路203号

莱西支行 山东省莱西市黄海路18号

平度支行 山东省平度市人民路187号

海尔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海尔路1号

南京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南京路108号

闽江路支行 山东省青岛市闽江路2号

浙江路分理处 山东省青岛市浙江路10号

河南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郑州市花园路80号

郑州经纬支行 郑州市金水路8号附6号

安阳分行营业部 安阳市文峰大道中段建行大厦一层

安阳分行洹水支行 安阳市红旗路中段路东

濮阳分行人民路支行 濮阳市人民路74号

鹤壁分行淇滨支行营业部 鹤壁市淇滨区太行路183号

新乡市区支行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路295号

新乡牧野支行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东段510号　

焦作分行解放路支行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中路86号

商丘分行营业部 商丘市文化中路148号

商丘分行南京路支行 商丘市南京路商字西北角

商丘分行矿区支行营业部 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25号

开封分行营业部 开封市中山路中段33号

开封分行寺后街支行 开封市寺后街24号

郑州金水支行营业部 金水路29号（金水路和防疫路交叉口）

郑州行政区支行 经三路12号（经三路与纬五路交叉口西南角）

郑州桐柏路支行 桐柏路38号（桐柏路与伊河路交叉口西北角）

洛阳分行营业部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35号

洛阳涧西支行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太原路3街坊节木新村3号 

洛阳南昌路支行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中段  

洛阳西工支行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西路5号  

三门峡分行营业部 三门峡市崤山路中段52号

三门峡分行灵宝支行营业部 灵宝市新城区函谷路与金城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周口分行营业部 周口市七一路西段一号

许昌分行魏文路支行 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魏文路与莲城大道交叉口

平顶山分行营业部 湛河区中兴路南段

漯河分行黄河路支行 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818号

驻马店分行营业部 驻马店交通路西段908号建行大厦

南阳分行营业部 南阳市新华西路53号银星大厦

南阳油田支行 南阳市河南油田广南中段

信阳分行中山支行 信阳市中山路178号

信阳分行长安路支行 信阳市长安路70号

济源市支行 济源市济水大街中段2号

郑州登封支行营业部 登封市滨河路中段

益阳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益阳市长坡路34号

郴州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郴州市解放路34号

永州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河东湘永路51号

怀化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怀化市迎丰中路360号

娄底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娄底市长青中街

湘西自治州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吉首武陵西路6号

衡阳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蒸湘北路35号

长沙湘江支行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湘春路169号

长沙华兴支行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277号

长沙芙蓉支行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218号

长沙河西支行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 湾镇

长沙铁银支行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219号

长沙天心支行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214号

四川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成都岷江支行 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88号

成都高新支行 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8号附2号

成都第九支行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7号

绵阳分行 绵阳市临园路东段16号

重庆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渝中支行解放碑分理处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23号临街底层

渝中支行邹容路分理处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50号南洋大厦平街层

渝中支行观音岩分理处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220号

杨家坪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20号

高新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99号1幢1-2-3

观音桥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9号

沙坪坝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82号

南坪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26号

渝北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双凤路1号

北碚支行营业部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路71号

陕西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西安开发区支行营业部储蓄专柜 西安市高新路42号

陕西省分行营业部 西安市南广济街38号

西安兴庆路支行营业室储蓄专柜 西安市兴庆路61号

山西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太原并州支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386号

太原南城支行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112号

太原迎泽支行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126号

大同分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新建南路95号

阳泉分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阳泉市德胜东街3号

长治分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长治市英雄中路83号

晋城分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路1693号

晋中分行经纬支行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经纬路150号

临汾分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东路46号

湖北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湖北 

武汉江汉支行 武汉市江汉区友谊路145号

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709号建银大厦

武汉长江支行 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2号

武汉江岸支行理财中心 武汉市解放大道1328号

武汉 口支行 湖北省武汉市 口区建设大道宝丰一路建通大厦

武汉汉阳支行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192号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道10号

武汉武昌支行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195号

武汉钢城支行营业室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杨园纺机路33号

武汉东西湖支行营业室 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171号

武汉江夏支行营业室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兴新街357号

武汉新洲支行营业部 武汉市新洲区新洲大街134号

黄石环球支行 湖北省黄石市武汉路261号

黄石分行营业部 湖北省黄石市颐阳路560号

十堰分行营业部 十堰市朝阳北路2号

襄樊直属支行 襄樊市樊城区长征路34号

襄樊庞公支行 襄樊市襄城胜利街77号

襄樊神龙支行 湖北省襄樊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1号

鄂州分行营业室 鄂州市滨湖北路1号

荆门通汇支行 荆门市象山大道116-10号

孝感城站路支行 孝感市城站路95号

荆州塔桥路支行 荆州市沙市区塔桥路５８号

黄冈赤壁支行 黄冈市赤壁大道

咸宁分行营业部 咸宁市潜山路32号

随州分行营业部 随州市沿河大道98号水西门转盘西南角

恩施分行营业部 恩施市东风大道571号

武汉省直支行营业室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号

武汉洪山支行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17号

武汉东湖支行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号

三峡 

分行营业部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122号

葛洲坝支行营业部 湖北省宜昌市樵湖二路7-1号

平湖支行西坝分理处 湖北省宜昌市建设路23号

当阳支行营业部 湖北省当阳市长坂路139号

湖南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湖南省分行营业部本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85号

株洲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株洲市车站路1号金融大厦

湘潭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建设北路198号

邵阳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邵阳市西湖路351号

岳阳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岳阳市青年中路283号

常德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常德市洞庭大道中段131号

张家界市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北正街90号



运城分行业务经营部 山西省运城市中银大道27号

太原私人银行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100号

山西省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126号

大同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东大街御华帝景1号楼4号

阳泉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阳泉市德胜东街3号

长治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长治市城西北路41号

晋城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晋城市凤台西街2526号

朔州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朔州市市府西街6号

吕梁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吕梁市兴隆街57号

晋中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锦纶路281号

临汾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临汾市开发区中大街广奇财富中心

运城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省运城市中银大道27号

吉林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松原分行营业部 松原市文化路819号

白山分行营业部 八道江区浑江大街125-1号

白城分行营业部 白城市中兴西大路28号

吉林市分行营业部 吉林省吉林市松江中路71号

延边分行营业部 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238号

通化分行营业室 通化市玉泉路530号

四平分行营业部 四平市中央西路811号

长春大经路支行 长春市大经路165号

长春第一汽车集团支行 长春市东风大街3622号

长春人民广场支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608号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长春市自由大路4988号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长春市西安大路810号

长春昆仑二路支行 长春市昆仑二路315号

长春科贸支行 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路871号

长春中海支行 净月区临河街7277号中海水岸小区

长春南广场支行 长春市胜利大街27号

黑龙江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黑龙江省分行财富管理中心 /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67号

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储蓄专柜

安徽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安徽省分行安庆市分行石化支行 安庆市集贤南路241号

合肥城西支行 长江中路480号

池州贵池支行 池州市秋浦西路119号

滁州广场支行 滁州市凤凰路424号

淮南洞山支行 安徽淮南洞山中路26号

黄山市分行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前园南路2号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合肥市繁华大道241号

合肥庐阳支行 合肥市寿春路130号

合肥钟楼支行 安徽省合肥市徽州大道253号

合肥城东支行 合肥市新火车站万事达广场1号楼

马鞍山湖东路支行 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中路26号

芜湖北门支行 芜湖市九华中路302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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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客户服务号码: (86)+(地区号)+95533

中国建设银行网址 : www.ccb.com

江西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南昌八一路支行 南昌市八一大道366号

南昌洪都支行 南昌市洪都北大道288号

广西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南宁市民族大道92号

广西柳州财富管理中心 / 广西柳州市北站路2号

柳州分行营业部 

广西柳州财富管理中心 / 广西桂林市中山中路24-1号

桂林分行营业部 

新疆分行开户网点   网点地址

喀什地区分行 新疆喀什市解放南路102号

吐鲁番分行 新疆吐鲁番市青年路670号

克拉玛依石油分行 新疆克拉玛依市准噶尔路178号

石河子市分行 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188号

哈密地区分行 新疆哈密市天山东路365号

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文化西路分理处 新疆昌吉州文化西路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新疆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路1号

阿克苏地区分行 新疆阿克苏市东大街18号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解放路支行 新疆伊宁市解放路6巷1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新疆乌鲁木齐市民主路113号

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 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88号

[This page is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