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網點名稱 見證人 見證人座機 地址

广东省 深圳分公司 曾晓珊 0755-88315028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35层

广东省 深圳分公司 洪岩 0755-8300 9735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34层

广东省 深圳分公司 魏勇 0755-2397 6907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34层

广东省 深圳深南大道京基一百营业部 许焕梅 0755-82348864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28楼2801-02单元

广东省 深圳深南大道京基一百营业部 馬奉英 0755-82340167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28楼2801-02单元

广东省 深圳笋岗路营业部 刘丹 0755-2583 1737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A座9楼

广东省 深圳滨海大道创投大厦营业部 郑绮红 0755-25771337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园路1001号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07层02-06室

广东省 深圳福华三路营业部 雷晓蕾 0755-8831 3380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国际商会中心大厦303室

广东省 深圳福华三路营业部 黄守洁 0755-8831 2625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国际商会中心大厦303室

广东省 深圳华发路营业部 伍志红 0755-8327 3917 深圳市深南中路2070号电子科技大厦B座十五楼

广东省 深圳红荔西路营业部 刘东婷 0755-8300 9725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099东海城市广场305室

广东省 深圳红荔西路营业部 王怀杰 0755-8300 9736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099东海城市广场305室

广东省 深圳人民南路营业部 付琳 0755-2519 2100 深圳市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18楼

广东省 深圳人民南路营业部 李晓东 0755-2519 8218 深圳市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18楼

广东省 深圳上步中路营业部 张锐 0755-8375 5906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深勘大厦三楼

广东省 深圳海岸城海德三道营业部 欧冬宜 0755-2657 2119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城东座23楼2304

广东省 深圳海岸城海德三道营业部 陈丽芬 0755-8627 0095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城东座23楼

广东省 深圳松岗营业部 陈耀军 0755-2708 0082 深圳市松岗镇楼岗大道宝利来商业城二楼

广东省 深圳松岗营业部 李小漭 0755-2753 9967 深圳市松岗镇楼岗大道宝利来商业城二楼

广东省 深圳华强北路营业部 呂春梅 0755-8377 6031 深圳市华强北路2001号深纺大厦A、B座13层

广东省 深圳益田路营业部 唐晶晶 0755-2531 0092 深圳市益田路榮超商務中心B座30層

广东省 期货深圳营业部 李丹 0755-2398 0587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6楼

广东省 深圳龙华壹成中心营业部 范才伟 0755-2823 2066 深圳市龙华区梅龙路1111号壹成中心壹方天地广场一楼013号

广东省 深圳龙华壹成中心营业部 马晓艳 0755-29107674 深圳市龙华区梅龙路1111号壹成中心壹方天地广场一楼013号

广东省 深圳分公司营业部 徐磊 0755-2397 6966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34层

广东省 广州期货营业部 虎艳霞 020-3862 8010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9楼AB

广东省 广州期货营业部 张仕伟 020-3862 8580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9楼AB

广东省 深圳科苑南路营业部 吕虹 0755-8656 2505 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科苑南路3099號中國儲能大廈1層F單位

广东省 深圳科苑南路营业部 楊婉青 0755-26901207 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科苑南路3099號中國儲能大廈1層F單位

广东省 深圳前海营业部 张嘉隆 0755-8663 7875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与深南大道交汇处振业国际商务中心2308

广东省 深圳福民路营业部 戴春娟 0755-8276 6021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民路196号2C

广东省 珠海景山路营业部 陈昱璇 0756-3366 001 广东省珠海市景山路91号御景山花园4栋201-202

广东省 珠海景山路营业部 尹东琼 0756-3344 211 广东省珠海市景山路91号御景山花园4栋201-202

广东省 深圳深南大道华润城营业部 熊迎新 0755-8695 5815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A座1302A

广东省 深圳深南大道华润城营业部 张曦文 0755-2692 4939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A座1302A

國內諮詢中心 / 代表處

1. 地址:     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6009號新世界商務中心35樓

聯繫電話:  40080 95521

2. 地址:      上海市靜安區新閘路669號博華廣場32層

聯繫電話:   021-38676179

3.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甲9號北京金融街中心南樓6層

聯繫電話:   010-83939026, 010-83939027

更新日期：20200930



广东省 深圳默林路营业部 孙小燕 0755-2348 5796 深圳市福田区默林路卓越城二期B座10层1006

广东省 广州新港东路营业部 赵翔 020-2836 8011 广州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51号,53号55号

广东省 广州新港东路营业部 許小英 020-2836 8007 广州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51号,53号55号

广东省 惠州文昌一路营业部 文静 0752-2888 957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昌一路帝景湾1101-1103

广东省 湛江人民大道营业部 陈艳梅 0759-2695 866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45号广百写字楼1101室

广东省 广州山香路营业部 江莲 020-3160 6642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二路5号首层

广东省 茂名油城八路营业部 梁文静 0668-2860 222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湘城八路15,17,19号首层105房

广东省 揭阳黄岐山大道营业部 王盈盈 0663-8069 999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山黄岐山大道华榕商贸广场B区A座29.30号

广东省 佛山南海大道营业部 卢智伟 0757-8628 7281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大道北33号丽雅苑南区南海大道12号商铺

广东省 肇庆星湖东路营业部 邓伊雯 0758-2348 383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星湖东路1号碧湖广场首层商场

安徽省 合肥长江西路营业部 鲁静 0551-6283 8191 合肥市长江西路130号

安徽省 安庆纺织路营业部 邵东琴 0556-5580 117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

安徽省 淮南朝阳东路营业部 王瑋娜 0554-2660 535 安徽省淮南市朝阳东路北侧罗马广场3栋103

安徽省 芜湖文化路营业部 杨东兵 0553-3937 990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文化路39号-2

安徽省 阜陽淮河路营业部 王娟娟 0558-2595 521 阜陽市淮河路666號天筑逸景小區北門東側

北京市 北京知春路营业部 王莹 010-8231 1188-(8862)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7号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王晶 010-5931 2793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首层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支千月 010-5931 2761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首层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李淑艳 010-5931 2769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首层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边茜茜 010-5931 2792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首层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蔡楹楹 010-5931 2773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0层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朱琳林 010-5931 2763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0层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营业部 马璇 010-5931 2796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0层

北京市 北京德外大街营业部 鲁献光 010-59312768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新风街2号天成科技大厦A座

北京市 北京德外大街营业部 平萍 010-6203 4788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新风街2号天成科技大厦A座

北京市 北京方庄路营业部 王蕾 010-5982 8875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1号

北京市 北京方庄路营业部 江洪 010-5982 8869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1号

北京市 北京方庄路营业部 趙瑞克 010-82263725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1号

北京市 北京怀柔营业部 尚思琪 010-69680303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3号

北京市 北京怀柔营业部 马小璐 010-6968 0347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3号

北京市 北京怀柔营业部 王林林 010-6965 2494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3号

北京市 北京怀柔营业部 劉嘉依 010-69680346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3号

北京市 北京通州新华西街营业部 白云鹏 010-8226 3830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60号院

北京市 北京通州新华西街营业部 段传双 010-6954 7733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甲59号

北京市 北京亦庄宏达北路营业部 张嵘 010-5106 2211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6号中航技工业园一层

北京市 北京亦庄宏达北路营业部 沈炜炜 010-8226 3895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6号中航技工业园一层

北京市 北京鲁谷路证券营业部 陈茜 010-8868 7066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35号电科大厦1层

北京市 北京鲁谷路证券营业部 安晓娜 010-5982 8974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35号电科大厦1层

北京市 北京期货营业部 赵昕 010-5879 5789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木街乙12号东塔2901

北京市 北京期货营业部 毕波 010-5879 5788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木街乙12号东塔2901

北京市 北京朝阳门营业部 陈宏宏 010-8226 3775 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2号银河SOHO(A座)二层10203

北京市 北京中关村大街营业部 杨贞怡 010-8226 3761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中关村SOHO大厦107

北京市 北京中关村大街营业部 左涵 010-8226 3754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中关村SOHO大厦107

北京市 北京中关村大街营业部 朱琳 010-8226 3914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中关村SOHO大厦107

北京市 北京金桐西路营业部 陶特 010-5095 3133 北京市朝阳区金桐西路12号远洋光华国际d座1层

北京市 北京建国路营业部 王歆 010-8226 3765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5号楼1-19号

北京市 北京安贞门营业部 王东东 010-8226 3814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9号楼外运大厦C座1层

北京市 北京安贞门营业部 叶萌 010-8226 3814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9号楼外运大厦C座1层



北京市 北京安贞门营业部 白琳 010-8226 3812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9号楼外运大厦C座1层

北京市 北京苏州桥营业部 吕琳璐 010-8226 3806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105A,106A

北京市 北京苏州桥营业部 吕学平 010-8226 3807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105A,106A

北京市 北京望京阜通东大街营业部 廖鑫苍 010-8226 3822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2号宝能中心A座101A

重庆市 重庆分公司 謝璇 023-6789 1528 重庆市江北區金融街3號中國人保壽險大廈17-1

重庆市 重庆中山三路营业部 郭洪芬 023-6386 0226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8号

重庆市 重庆中山三路营业部 王文平 023-6386 0226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8号

重庆市 重庆中山三路营业部 丁力 023-6386 0222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8号

重庆市 重庆民生路营业部 周宇 023-6370 8213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181号民生商厦9楼

重庆市 重庆民生路营业部 张复云 023-6370 8366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181号民生商厦9楼

重庆市 重庆民生路营业部 陈胥宇 023-6374 5216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181号民生商厦9楼

重庆市 重庆九尺坎营业部 孙华 023-6378 8722-8103 重庆市渝中区九尺坎66号泰安大厦1楼

重庆市 重庆九尺坎营业部 羊宇 023-6378 8888 重庆市渝中区九尺坎66号泰安大厦2楼

重庆市 重庆新南路营业部 王欢 023-6757 0809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285号龙汇宛2楼

重庆市 重庆新南路营业部 李金鳯 023-6757 0806(802)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285号龙汇宛2楼

重庆市 重庆万州太白岩营业部 简顺 023-5822 4615 重庆市万州区太白岩2号

重庆市 重庆南坪惠工路营业部 张阳 023-6292 5823 重庆市南岸區惠工路15号附32号

重庆市 重庆南坪惠工路营业部 邱平 023-6292 5824 重庆市南岸區惠工路15号附32号

重庆市 重庆奉节营业部 谭灵爽 023-5655 5266 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夔州路139号

重庆市 重慶觀音橋步行街營業部 羅瀚 023-6773 8119 重慶市江北區觀音橋步行街16號聚豐縱橫國際廣場18樓

重庆市 重慶觀音橋步行街營業部 陳瑤 023-6773 3383 重慶市江北區觀音橋步行街16號聚豐縱橫國際廣場18樓

重庆市 重慶金渝大道營業部 蘇美 023-67890501 重慶市北部新區金渝大道９９號

福建省 福建泉州云鹿路营业部 周雪冰 0595-2216 7291 福建省泉州市百源路后城路口1号中南商厦

福建省 福建泉州云鹿路营业部 孙子彦 0595-2898 9938 福建省泉州市百源路后城路口1号中南商厦

福建省 福建厦门营业部 林野 0592-5566 727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8号国际银行大厦7层

福建省 福建厦门营业部 王小梅 0592-556 9933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8号国际银行大厦7层

福建省 福建华林营业部 江佳 0591-8852 1623 福州市华林路138号中央公馆二层

福建省 福建龙岩营业部 骆雄庄 0597-2256 011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华莲路5号多特家园1#2层

福建省 福建龙岩营业部 陈彩琼 0597-2256 003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华莲路5号多特家园1#2层

福建省 长乐朝阳中路营业部 邱良斌 0591-2752 9918 福建省长乐市朝阳中路189号

福建省 漳州水仙大街营业部 张雄文 0596-2168 779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荣昌广场C幢D06

福建省 福州杨桥东路 吴巧惠 0591-8755 1186 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33号尚林苑

福建省 福州杨桥东路 朱瑜 0591-8743 1036 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33号尚林苑

福建省 福建晋江长兴路营业部 陈旭 0595-8536 1199 福建省晋江市长兴路222号明鑫财富中心605室

福建省 福建晋江长兴路营业部 李雅清 0595-8333 2001 福建省晋江市长兴路222号明鑫财富中心605室

福建省 福建晋江长兴路营业部 李娜玲 0595-8536 1199 福建省晋江市长兴路222号明鑫财富中心605室

福建省 福清侨营城营业部 林秀宝 0591-8655 6177 福建福清市清昌大道侨荣城12号楼101店面

福建省 厦门国际金融中心营业部 连婉茹 0592-5156 28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大厦2402

福建省 莆田延寿南街证券营业部 雷蕾 0594-2303338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廷寿南街550,554号

广西省 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 梁军 0771-5581 283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37号永凯大厦7楼

广西省 桂林穿山東路证券营业部 欧素花 0773-5822 525 广西省桂林市空明西路16号金辉大厦6楼

广西省 南宁双拥路营业部 黄宁静 0771-2537 006 广西省南宁市民族大道137号永凯大厦7楼

广西省 南宁双拥路营业部 廖熙义 0771-555 5653 广西省南宁市民族大道137号永凯大厦7楼

贵州省 贵阳中华中路营业部 薛昉 0851-8581 3793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1号峰会国际9楼

贵州省 贵阳中华中路营业部 楊眉 0851-8581 3781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1号峰会国际9楼

贵州省 贵州遵义营业部 刘敏 0851-2897 3212 贵州省遵义市香港路东艺小楼三楼

贵州省 贵州遵义营业部 杨可凡 0851-2897 3212 贵州省遵义市香港路东艺小楼三楼

贵州省 安顺南华路营业部 朱戈蕾 0851-3333 2168 贵州省安顺市南华路67号顺安世纪新城C栋3楼



贵州省 凱里北京路營業部 趙楊 0851-8068333 凱里市北京西路25號東方文化大廈5樓

湖北省 武汉紫阳路营业部 米亚昆 15827127258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77号1楼

湖北省 武汉京汉大道营业部 卢怡 027-8583 5032 武汉市京汉大道528号

湖北省 武汉洞庭街营业部 汤玲 027-8280 5602 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48号君安大厦一楼

湖北省 荊州江漢北路營業部 霍发明 0716-8227 130 荆州市便河东路（沙隆达广场东）华城商业广场4楼

湖北省 荊州江漢北路營業部 朱玲 18772569985 荆州市沙市區江漢北路華錦大廈2層1號和1層2號

湖北省 湖北襄阳襄城西街营业部 韩小倩 0710-3542 894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西街18-1号

湖北省 湖北襄阳襄城西街营业部 方春晖 0710-3551 026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西街18-1号

湖北省 湖北宜昌珍珠路营业部 邹坚凌 0717-6770 523 宜昌市珍珠路78号

湖北省 湖北宜昌四新路营业部 王敏 0717-6750 508 湖北省宜昌市四新路2号

湖北省 湖北襄樊东风汽车大道营业部 吕凡 0710-3322 601 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东风汽车大道金融大厦工行2楼

湖北省 湖北咸宁大道营业部 冷黎荣 0715-8893 659 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楼

湖北省 武汉期货营业部 张希 027-8288 5593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18浙商大厦40楼4005

湖北省 武阳马鹦路营业部 何智俐 027-8488 0887 湖北省武汉市武阳区鹦鹉大道与马鹦路交汇处枫华锦都

海南 海口国贸大道营业部 周斌 0898-6855 1242 海口市国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三层

海南 海口国贸大道营业部 林瑞印 0898-6854 6420 海口市国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三层

海南 海口龙昆南路营业部 陈文华 0898-6676 5355 海口市龙昆南路56号(龙泉家园首层)

海南 海口儋州中兴大道营业部 郑培强 0898-2388 5243 海南儋州市中兴大道电信大楼一楼

黑龙江 哈尔滨西大直街营业部 房慧 0451-8622 257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90号2层

黑龙江 哈尔滨西大直街营业部 陈通 0451-8621 382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90号2层

黑龙江 大庆火炬新街营业部 杨思瑶 0459-6281 371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火炬新街24号金鹰国际商服03室

湖南省 长沙五一大道营业部 熊焱 0731-8413 2499 长沙市五一大道89号

湖南省 长沙五一大道营业部 刘敏 0731-84116325 长沙市五一大道89号

湖南省 株洲建设中路营业部 周庆 0731-2296 3657 湖南株洲市建设中路40号

湖南省 衡阳雁城路营业部 汤俐 0734-8209 600 湖南省衡阳市雁城路1号

湖南省 衡阳雁城路营业部 黄凡 0734-8213 122 湖南省衡阳市雁城路1号

湖南省 常德武陵大道营业部 余婷 0736-7255 827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大道中段泓鑫城市花园2栋301室(市工商局斜对面)

湖南省 邵阳西湖路营业部 易畅 0739-5021 826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西湖路353号

湖南省 郴州国庆北路营业部 葛郴平 0735-2329 876 湖南省郴州市国庆北路3号王商银大行6楼

湖南省 湘潭建设南路营业部 于淼 0731-5556 7622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建设南路280号国税局大楼东附楼

湖南省 长沙芙蓉中路营业部 曾强 15116348880 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大夏2楼

湖南省 株洲长江南路营业部 邓利佳 0731-2272 7635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291号

湖南省 株洲长江南路营业部 刘妍慧 0731-2272 7639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291号

湖南省 株洲长江南路营业部 童梓凌 0731-2272 7637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291号

湖南省 衡阳解放大道营业部 陈行 86-18973446208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道8号

湖南省 常德人民路营业部 陈尹 0736-7139 103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路1888号

湖南省 岳阳求索西路营业部 王超 0730-8373 588 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索西路山水领秀103号

湖南省 益阳益阳大道营业部 詹显畅 0737-3636 187 湖南省益阳市高新区益阳大道883号梓山湖公馆1栋

湖南省 永州梅湾路营业部 戴丰羽 0746-8795 521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路474号

湖南省 永州梅湾路营业部 袁晨航 0746-8795 521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路474号

湖南省 娄底氐星路营业部 陈顺发 0738-8285 521 湖南省娄底市氐星路万豪城市广场南门

湖南省 长沙岳麓大道营业部 张靓旎 0731-8583 9373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31号绿地中央广场6栋10层

湖南省 长沙岳麓大道营业部 劉超 0731-8583 9283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31号绿地中央广场6栋10层

吉林省 吉林长春人民大街营业部 梁闻阅 0431-8873 8323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4848号华贸国际大夏25楼

吉林省 吉林长春西安营业部 张习良 0431-8859 8269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1857号

吉林省 吉林长春西安营业部 米可 0431-8859 8877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1857号

吉林省 吉林长春西安营业部 卢晨升 0431-8859 1234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1857号

吉林省 吉林松江营业部 王鹤 0432-6487 7228 吉林省吉林市松江路83号



吉林省 吉林四平中央东路营业部 徐丹 0434-3108 111 吉林省四平市南一经街141号

吉林省 吉林四平中央东路营业部 张诗梦 0434-3379 997 吉林省四平市南一经街141号

吉林省 吉林延吉长白山路营业部 洪延平 0433-3250 231 吉林省龙井市繁荣路三联胡同135号

吉林省 长春期货营业部 韩旭坤 0431-8986 7577 长春市延安大路565号盛世国际A座2022室

吉林省 长春期货营业部 刁丹丹 0431-85918811 长春市延安大路565号盛世国际2022室

吉林省 四平期货营业部 张月 0434-5085 809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南一纬路629号

吉林省 吉林通化光明路营业部 陈星 0435-3375 566 吉林省通化市光明路47号

江苏省 江苏南京太平南路营业部 霍正威 025-84575189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389号4楼

江苏省 江苏南京中央路营业部 金麗莉 025-8322 3251 南京市中央路323号利奥大厦2楼

江苏省 江苏常州广化街营业部 陈瑶 0519-8663 3772 常州市广化街187、189号

江苏省 江苏常州广化街营业部 汪煦 0519-8668 9785 常州市广化街187、189号

江苏省 江苏无锡湖滨路营业部 陸宇澄 0510-82710198 无锡市湖滨路688号华东大厦2楼

江苏省 江苏徐州和平路营业部 王郁晶 0516-83819230 徐州市雲龍區和平路59號文遠大樓102-1、505-511、513、514

江苏省 江苏苏州苏绣路营业部 陈闯 0512-6762 5382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388号新天翔广场A座18层

江苏省 江苏南通工农路营业部 陈佳 0513-5508 3873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33号金融汇1202室

江苏省 江苏南通工农路营业部 高波 0513-5508 3873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33号金融汇1202室

江苏省 江苏扬州扬子江中路营业部 李惠颖 0514-8298 8973 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中路438号天地大厦7楼

江苏省  江苏泰州市鼓楼南路营业部 胡雪晨 0523-8699 8686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398号

江苏省 江苏连云港巨龙南路营业部 赵斯娇 0518-8563 1777 江苏省连云港市巨龙南路59号君宸大厦四楼

江苏省 江苏盐城解放南路营业部 何翠翠 0515-8853 8059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58号中建大厦20楼

江苏省 江苏镇江长江路营业部 吳勉 0511-8381 6455 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9号物价局一楼

江苏省 邳州解放东路营业部 曹静 0516-8625 8035 江苏省邳州市解放东路大唐街

江苏省 南京溧水中大街营业部 宋莉莉 025-5722 8151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县永阳镇中大街77号

江苏省 苏州狮山路营业部 崔壮 0512-6820 2128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天街生活广场8幢902-905

江苏省 常熟黄河路营业部 李羽佳 0512-5298 5557 江苏省常熟市黄河路22号

江苏省 无钖人民中路营业部 王丹萍 0510-8586 0099 江苏省无钖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号恒隆广场25层2510-2511室

江苏省 江阴环城北路营业部 张炳良 0510-8160 0316 江苏省江阴市环城北路27号凯悦国际金融中心1502-1503室

江苏省 南京庐山路营业部 季晨 025-8360 8810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庐山路94号303室

江苏省 淮安市淮海東路营业部 許記 0517-89951108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東路1號丰惠廣場21層

江西省 江西分公司 陈卓雅 0791-8611 2373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智通悦蓝山6幢B栋6楼

江西省 江西南昌站前路营业部 李文 0791-8636 2670 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路109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站前路营业部 李宏阳 0791-8611 0023 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路109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站前路营业部 朱青 0791-8611 1929 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路109号

江西省 江西九江甘棠路营业部 高菲 0792-8239 812 江西九江市甘棠北路裕华广场A座

江西省 江西九江甘棠路营业部 蔡莉 0792-8239 812 江西九江甘棠北路裕华广场A座

江西省 江西九江甘棠路营业部 曾萍 0792-8617 760 江西九江甘棠北路裕华广场A座

江西省 江西抚州营业部 陈思思 0794-8265 713 江西抚州市赣东大道939号

江西省 江西宜春中山中路营业部 刘小峰 0795-3215 166 江西省宜春市中山中路354号

江西省 江西鹰潭环城西路营业部 邹晖 0701-6263 942 江西省鹰潭市交通路24号

江西省 江西鹰潭环城西路营业部 潘安妮 0701-6263 952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环城西路2号

江西省 江西九江十里大道营业部 季峰 0792-8250 699 江西省九江市十里大道1153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象山北路营业部 栗捷 0791-8673 5024 南昌市象山北路129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象山北路营业部 孙毅 0791-8673 4658 南昌市象山北路129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象山北路营业部 徐燕琴 0791-8673 4819 南昌市象山北路129号

江西省 江西贵溪建设路营业部 苏蔓 0701-3770 288 江西省贵溪市建设路120号嘉裕花苑临街楼二楼

江西省 江西贵溪冶金大道营业部 裴怡萍 0701-3350 236 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贵冶生活区中区建行江铜支行宿舍楼一楼

江西省 江西宜春高安桥北路营业部 吴向农 0795-5289 250 江西省高安市桥北路298号

江西省 江西赣州章江南大道营业部 王洁雨 0797-8456 516 江西省赣州市章江南大道18号



江西省 江西赣州章江南大道营业部 曾莉 0797-8456 516 江西省赣州市章江南大道18号

江西省 江西萍乡跃进南路营业部 刘垂义 0799-6835 390 江西省萍乡市跃进南路154号市委党校宾馆二楼

江西省 江西抚州南丰桔都大道营业部 吴浩斐 0794-3221 388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悬桔都大道42号

江西省 江西抚州南丰桔都大道营业部 赵丽伊 0794-3221 896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悬桔都大道42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进贤县岚湖路营业部 吴凌鹏 0791-8569 2038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234号

江西省 江西南昌红谷中大道营业部 曾辰 0791-8396 1712 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新區丰和中大道1266號翠林大廈31層

江西省 江西景德镇瓷都大道营业部 石康 0798-7111 999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瓷都大道1112号

辽宁省 沈阳黄河南大街营业部 陈加丰 13019316522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48号

辽宁省 鞍山新华街营业部 房倩倩 0412-2215 062 鞍山市铁东区南胜利路68甲6号

辽宁省 大连成义街营业部 邓贤 0411-8462 0405 大连市沙河口区成义街6号

辽宁省 大连成义街营业部 张莹 0411-8460 4939 大连市沙河口区成义街6号

辽宁省 沈阳十一纬路营业部 吕凤竹 13889377258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68号

辽宁省 大连期货营业部 蒋剑铎 0411-8480 7755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期货大厦2703室

辽宁省 大连期货营业部 顾鑫 0411-8480 6753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期货大厦2703室

辽宁省 盘锦营业部 王迎全 0427-7369 189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鑫怡和小区商网1栋2号

辽宁省 大连金马路营业部 王玲 0411-3926 5935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35号

辽宁省 朝阳新华路营业部 高海鹰 0421-2995 521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3段24号

辽宁省 朝阳新华路营业部 李静 0421-2995 521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3段24号

辽宁省 沈阳北二东路营业部 耿雪情 024-3137571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路22号9门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西护碱营业部 宋淑娟 0471-6685 344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1号

内蒙古 赤峰钢铁街营业部 李静 0476-8286 025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钢铁西街北五段六号

宁夏 银川解放西街证券营业部 庞俊婷 0951-5688 000-832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31号建发现代城银座18层

青海 青海西宁胜利路营业部 劉令華 0971-4295521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1号

四川省 成都顺城大街营业部 赵勇 028-8653 1571 成都市顺城大街229号顺城大厦2楼

四川省 成都顺城大街营业部 王颖 028-8678 2187 成都市顺城大街229号顺城大厦2楼

四川省 成都北一环路营业部 范东 028-8284 2320 成都金牛区西一环路北一段134号

四川省 成都双庆路营业部 刘玉堃 028-6577 5273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10号华润大厦

四川省 成都双庆路营业部 邹曦月 028-6577 5271 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10号华润大厦

四川省 成都泸州星光路营业部 张钊 0830-2292 882 四川省泸州市星光路11号利泰云都大厦4楼 P.O.646000

四川省 雅安朝阳街营业部 魏芹 0835-2361 159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朝阳街66号5楼

四川省 绵阳剑南路营业部 胡力文 0816-2553 595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剑南路西段8号富临东方广场2幢2层3号

四川省 南充北湖路营业部 程媛 0817-2999 929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99号附2,3,4号

四川省 西昌航天大道营业部 王建玲 0834-2895 511 四川省西昌市航天大道四段凉山国投大厦一楼

四川省 成都建設路第二营业部 劉曼穎 028-85080107 四川省成都市建設路9號附17.18號

四川省 泸州自贸区云台路营业部 匡恒 0830--2652870 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云台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泸州自贸区云台路营业部 伍蜀 0830-2652967 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云台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成都交子大道营业部 吕曦 028-61528056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998号5号楼2楼1号

四川省 成都交子大道营业部 杨涛 028-61528055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998号5号楼2楼1号

四川省 宜宾金沙江大道证券营业部 唐孝 0831-2399568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鑫悦湾二期13幢3层28号

四川省 金堂县十里大道营业部 张乔 028-68102580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一段559号

四川省 成都天府二街营业部 張芮 028-86051383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天府二街138號1棟2層204號

山东省 山东济南永庆街营业部 邵洛满 0531-8612 4701 山东济南市中区永庆街2号

山东省 山东济南永庆街营业部 王昆 0531-8751 1666 山东济南市中区永庆街2号

山东省 山东临沂沂蒙路营业部 凌媛媛 0539-8327 929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228号中银大厦

山东省 山东临沂沂蒙路营业部 李熠 0539-8327 929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228号中银大厦

山东省 山东临沂沂蒙路营业部 李天然 0539-8328 567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228号中银大厦

山东省 山东济南解放路营业部 吴俊达 0531-8655 1851 山东济南市厉下区解放路112号厉东商务大厦

山东省 山东青岛南京路营业部 俞麗莎 0532-8580 2771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108号乙



山东省 山东青岛南京路营业部 李斌 0532-8584 2694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108号乙

山东省 山东青岛南京路营业部 王枫 0532-8582 4984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108号乙

山东省 山东潍坊东风东街 庄峤 0536-8052 718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360号泰华商务大厦A座

山东省 山东济宁吴泰闸路 薛浩 05377978 680 山东省济宁市吴泰闸路71号(山推大厦西裙楼一层)

山东省 山东临沂沂蒙路营业部 段青 0539-8251 739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212号国泰君安证券二楼大厅

山东省  山东烟台西盛街营业部 于梦瑶 0535-3392 103 山东省烟台市西盛街27号汇通国际1楼23楼2301,2302,2303,2305

山东省 山东东营黄河路营业部 薛媛 0546-6092 106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430-6号1栋806室

山东省 山东青岛期货 邵海滨 0532-8099 3629 山东青岛市崂区香港东路195号杰正财富中心5层501

山东省 山东枣庄光明西路营业部 公维康 0632-5205 678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光明西路1677号

山东省 山东青岛松岭路营业部 国宸鸣 0532-67783865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18号

山东省 山东青岛松岭路营业部 张继文 0532-67783986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18号

山东省 山东淄博柳泉路营业部 任凯源 0533-6205 186 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77号新世界广场2号楼1层甲11

山东省 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青島北路营业部 連雪琳 0631-5325606 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青島北路9號(金融大酒店一樓)

上海市 上海延安东路营业部 冉伟 021-5310 5733-317 上海市長寧區江苏路369号兆丰大厦12楼

上海市 上海九江路营业部 姚遥 021-6352 2749 上海市黄埔区汉口路650号16楼

上海市 上海打浦路营业部 常文洁 021-6302 3318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92号

上海市 上海打浦路营业部 邓传文 021-6302 4339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92号

上海市 上海打浦路营业部 仲哲 021-6302 1779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92号

上海市 上海打浦路营业部 邱晓鹏 021-6305 2763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92号

上海市 上海虹桥路营业部 徐卫芳 021-6441 3097 上海徐汇区虹桥路188号2楼

上海市 上海江苏路营业部 饶慧 021-6210 8888-3216 上海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12楼

上海市 上海江苏路营业部 胡心靈 021-52400313 上海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12楼

上海市 上海江苏路营业部
赵建梅

021-5240 0313 /

021-6120 8888-3101
上海长宁区江苏路369号11楼

上海市 上海大渡河路营业部 谢丽春 021-5280-8652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718号1楼A区

上海市 上海大渡河路营业部 王晨 021-6312 2295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718号1楼A区

上海市 上海陆家嘴东路营业部 黄清泉 021-5882 1115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招商局大厦37楼

上海市 上海陆家嘴东路营业部 徐秀琼 021-6859 7898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招商局大厦37楼

上海市 上海牡丹江路營業部 金蕾 021-5667 5201 上海宝山区牡丹江路1188號

上海市 上海团结路营业部 金海霞 021-5669 8996 上海市团结路41号 P.O.201900

上海市 上海福山路营业部 郭友娣 021-6875 7033 上海福山路450号24楼

上海市 上海商城路营业部 马逸飞 021-5831 3552 上海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良友大厦

上海市 上海四平路营业部 顾炯 021-5558 0605 上海杨浦区四平路1962号

上海市 上海宜山路第二营业部 谢俊 021-5423 5213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900号C座503室

上海市 上海延平路营业部 刘影 021-6176 5267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35号

上海市 上海杨树浦路营业部 金吉康 021-6519 1867 上海杨浦区杨树浦路2525号

上海市 上海威海路营业部 张丽莉 021-6340 1356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363号

上海市 上海威海路营业部 王少君 021-6340 1373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363号

上海市 上海期货大厦营业部 蔡金辉 021-6840 1328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2001B

上海市 上海期货大厦营业部 史荣华 021-6840 0983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2001B

上海市 上海期货大厦营业部 陈长江 021-6840 1808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2001B

上海市 上海松江中山东路营业部 錢笑圖 021-6784 8900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东路298号商务楼2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总公司(国际业务部) 高琳琳 021-5213 8786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总公司(国际业务部) 刘衍鑫 021-5283 1439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总公司(国际业务部) 唐子涵 021-5213 8911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总公司(国际业务部) 梁开国 021-5213 8873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金融理财部 孙琪雯 021- 5213 8159 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121号三和大厦10楼A

上海市 上海期货金融理财部 李园 021-5213 8092 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121号三和大厦10楼A

上海市 上海期货IB业务部 罗建全 023-63708025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IB业务部 李艳 0851-8581 3892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三和大厦28F

上海市 上海期货IB业务部(派驻广西分公司) 王宇捷 0771-5651 985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30号南湖名都广场A座22层(派驻广西分公司)

上海市 上海期货IB业务部(派驻江苏分公司) 潘佑强 025-8457 5174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389号4楼(派驻江苏分公司)

上海市 上海期货产业发展部 钱瑶琼 021-5213 1163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期货产业发展部 包晓青 021-5213 1086 上海静安区延平路121号28楼

上海市 上海錦康路營業部 丁乃聘 021-6882 3689 上海市浦東新區錦康路308號1803室

河北省 石家庄建华南大街营业部 李建茹 0311-8566 2776 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

河北省 石家庄建华南大街营业部 劉維 0311-8566 2774 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

河北省 石家庄建华南大街营业部 穆晓彤 0311-8566 2018 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

河北省 邯郸市人民东路营业部 張瑞芳 0310-551 6828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东路34号

河北省 唐山建华西道营业部 杨光旭 0315-5911 069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华西道25-1号

河北省 沧州交通北道营业部 刘宁宁 0317-3160 920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交通大道11号

河北省 保定瑞兴路营业部 张漫 0312-3379 589 河北省保定市瑞兴路377号

河北省 保定瑞兴路营业部 宗慧君 0312-3126 661 河北省保定市瑞兴路377号

河北省 保定瑞兴路营业部 舒蕊 0312-3379 599 河北省保定市瑞兴路377号

河北省 承德西大街营业部 庞晓婉 0314-2568 369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天泽嘉园104-204

河北省 秦皇岛河北大街营业部 丁田 0335-5811 033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中段285号

河北省 廊坊广阳道营业部 陈雅菲 0316-5125 151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32-4号

河北省 廊坊广阳道营业部 田贝 0316-5125 151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32-4号

河北省 张家口钻石中路营业部 陈牧珩 0313-5806 609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钻石中路63号龙山水郡小区8-19号

山西省 太原并州北路营业部 杜慧琴 13834167450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盛饰大厦二层

天津市 天津营销总部 刘建国 022-8787 0636 天津市南开区青年路281号

天津市 天津营销总部 付翠玲 022-2587 9649 天津市塘沽区上海道101号

天津市 天津营销总部 左文旭 022-5995 9029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5号城市大厦A座8楼803

天津市 天津营销总部 刘辉 022-5818 6737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133号一商电器4楼

天津市 天津营销总部 周婕 022-5830 8336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2号津塔写字楼4709

天津市 天津营销总部 高磊 022-2782 2078-628 天津和平区新兴路28号

天津市 天津新开路营业部 馬文 022-5818 6737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远洋海河新天地地商

天津市 天津新开路营业部 梁欣 022-5818 6730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远洋海河新天地地商

天津市 天津期货营业部 谢清鹏 022-5836 5009 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18号港澳大厦6层

天津市 天津期货营业部 施晓伟 022-2330 4951 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18号港澳大厦6层

天津市 天津期货营业部 刘莹 022-2339 2200 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18号港澳大厦6层

天津市 天津期货营业部 刘宜琳 022-2339 2200 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18号港澳大厦6层

天津市 天津期货营业部 徐梦琳 022-2330 0863 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18号港澳大厦6层

天津市 天津滨海新区黄海路营业部 孫博宇 022-5983 9000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第三大街16号泰达中心酒店1层

天津市 天津高新區梅苑路營業部 王冰瀅 022-5892 8870 天津市濱海高新區華苑產業區梅苑路5號金座廣場-320,321

天津市 天津青年路營業部 王媛 022-5833 1063 天津市南开区青年路281号

陕西省 西安东关正街营业部 黄颖 029-8249 2124 西安市东关正街66号世贸大厦A座一层

陕西省 西安高新路营业部 杨敏 029-8830 4677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56号电信广场金融商务中心2E

陕西省 西安高新路营业部 康勇 029-8830 4617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56号电信广场金融商务中心2E

陕西省 渭南仓程路营业部 简晓雪 0913-3033 851 陕西省渭南市仓程路新洲时代广场A座801房

陕西省 西安文景路营业部 杨蕊宁 029-6273 6879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鳯城八路158号23幢1单元10102室

陕西省 西安雁展路营业部 姚玉璇 029-6181 928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展路463号华侨城天鹅堡1幢1单元10106室1层

新疆 乌鲁木齐新华北路营业部 王萍 0991-2838 186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258号

新疆 乌鲁木齐新华北路营业部 钱磊 0991-2838 642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258号

新疆 乌鲁木齐新华北路营业部 王茹 0991-2825 558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258号

西藏 拉薩塔瑪中路营业部 李洋 0891-6600117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塔瑪中路建行東城區支行3樓

云南省 昆明人民中路营业部 李琼 0871-6310 2433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金牛街联通大厦三楼



云南省 昆明人民中路营业部 陈炫颖 0871-6310 2546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金牛街联通大厦三楼

云南省 昆明人民中路营业部 王志承 0871-6310 2546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金牛街联通大厦三楼

浙江省 杭州庆春路营业部 胡甲年 0571-8724 5955 杭州市庆春路26号发展大厦305室

浙江省 杭州庆春路营业部 王晨 0571-8724 5901 杭州市庆春路26号发展大厦305室

浙江省 临海巾山中路营业部 许佳楣 0756-8531 3175 浙江省台州临海巾山中路59号

浙江省 宁波彩虹北路营业部 郭继红 0574-87742033 浙江省宁波市彩虹北路97号

浙江省 宁波彩虹北路营业部 张晶 0574-8774 2919 浙江省宁波市彩虹北路97号

浙江省 余姚舜水南路营业部 刘文婷 0574-6266 1875 浙江省余姚市舜水南路63-65号

浙江省 衢州柯城营业部 金鑫 0570-3065 907 浙江衢州市巨化花园证券大楼

浙江省 衢州柯城营业部 吴琼飞 0570-3066 401 浙江衢州市巨化花园证券大楼

浙江省 衢州柯城营业部 姜蕾蕾 0570-3019 751 浙江衢州市巨化花园证券大楼

浙江省 绍兴中兴中路营业部 傅锋 0575-8511 8931 浙江省绍兴市中兴中路23号

浙江省 仙居酒坊巷营业部 朱军民 0576-8775 8582 浙江台州市仙居县酒坊巷139号

浙江省 镇海庄市兴庄路营业部 王馨可 0574-8668 6201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兴庄路403号

浙江省 杭州期货营业部 毕丹丹 0571-5611 2823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58号华顺大厦3楼

浙江省 温州江滨西路营业部 邵绍 0577-8889 5235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西路528号荣星大厦一楼

浙江省 金华环城东路营业部 姚馨 0579-8256 8879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东路1777号宁远大厦1楼

浙江省 杭州五星路营业部 湯晨 0571-8756 0507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185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7楼

浙江省 宁波君子街营业部 耿海青 0574-81850353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君子街92号

浙江省 义乌稠州北路营业部 何萍英 0579-8589 2625 浙江义乌市稠州北路701号金茂大厦一楼

浙江省 德清武源街营业部 孙张晶 0572-8080 330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源街181-185号

浙江省 德清武源街营业部 沈晓霞 0572-8081908 浙江省德清县武源街181-185号

浙江省 金华八一南街营业部 潘佩珍 0579-8256 8890 浙江省金华市八一南街818号

浙江省 温州瑞安莘阳大道营业部 金文杰 0577-6681 1852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莘阳大道380-386号锦阳嘉苑2号楼1楼

浙江省 台州温岭万昌中路营业部 李芝梦 0576-8622 4222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万昌中路20号

浙江省 慈溪开发大道营业部 徐波 0576-6308 1163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开发大道200号中益大厦南楼一层

浙江省 杭州滨江科技馆街营业部 戴孟翔 0571-86631056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科技馆街1505号凯瑞金座101室

浙江省 杭州滨江科技馆街营业部 俞賀 0571-86631097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科技馆街1505号凯瑞金座101室

河南省 洛阳中州中路营业部 徐婉瑛 0379-65298125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605號院1棟中州國際5樓東側

河南省 济源市济水大街营业部 孙欣燕 0391-6695 521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大街与文昌路交叉口

河南省 济源市济水大街营业部 张利 0391-6616 160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大街与文昌路交叉口

河南省 济源市济水大街营业部 成磊 0391-6615103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大街与文昌路交叉口

河南省 平顶山长安大道营业部 张春子 0375-6195517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与公正大道交叉口向东50米路南

河南省 郑州期货营业部 张琳 0371-6560 0698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30号期货大厦805室

河南省 郑州金水东路营业部 李良 0371-8661 8128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39号中鳫传媒大厦A座

河南省 郑州金水东路营业部 温子奕 0371-8661 8128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39号中鳫传媒大厦A座

河南省 南阳建设东路营业部 马迪 0377-6319 5521 河南省南阳市建设东路宇信凯旋城路北9号楼2层213-214号

河南省 荥阳市万山北路营业部 刘利利 0371-6325 7123 河南省荥阳市万山北路15号

河南省 安阳永明路营业部 王向楠 0372-3692 268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永明路南段

河南省 焦作塔南路营业部 赵甜静 0391-3995 521 河南省焦作市塔南路399号

河南省 三门峡六峰路营业部 王晓娟 0398-2395 521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天峰南路峰桥国际商业务1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