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網點名稱 見證人 見證人座機 地址

廣東省 深圳分公司 魏勇 0755-2397 6907 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6009號新世界中心35層

廣東省 深圳深南大道京基一百營業部 馬奉英 0755-8234 0167 深圳市羅湖區桂園街道深南東路5016號京基一百大廈A座28樓2801-02單元

廣東省 深圳深南大道京基一百營業部 郭輝 0755-8206 0009 深圳市羅湖區桂園街道深南東路5016號京基一百大廈A座28樓2801-02單元

廣東省 香蜜湖路營業部 劉丹 0755-2583 1737 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6011號NEO大廈A座44樓國泰君安

廣東省 香蜜湖路營業部 張文棟 0755-25831613 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6011號NEO大廈A座44樓國泰君安

廣東省 濱海大道創投大廈營業部 鄭綺虹 0755-25771337 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科園路1001號深圳灣創業投資大廈7層01-06室

廣東省 深圳福華三路營業部 雷曉蕾 0755-88312623 深圳市福田區福華三路深圳國際商會中心大廈303室

廣東省 深圳紅荔西路營業部 劉東婷 0755-8300 9725 深圳市福田區紅荔西路8099東海城市廣場305室

廣東省 深圳紅荔西路營業部 王懷傑 0755-8300 9736 深圳市福田區紅荔西路8099東海城市廣場305室

廣東省 深圳人民南路營業部 付琳 0755-2519 2100 深圳市人民南路天安國際大廈C－18樓

廣東省 深圳人民南路營業部 李曉東 0755-2519 8218 深圳市人民南路天安國際大廈C－18樓

廣東省 深圳金田路營業部 張銳 0755-83755895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榮超大廈5樓08-13單元

廣東省 深圳海岸城海德三道營業部 張曦文 0755-26572081 深圳市南山區海德三道海岸城東座23樓

廣東省 深圳海岸城海德三道營業部 熊迎新 0755-26572119 深圳市南山區海德三道海岸城東座23樓

廣東省 深圳松崗營業部 陳耀軍 0755-2708 0082 深圳市松崗鎮樓崗大道寶利來商業城二樓

廣東省 深圳松崗營業部 李小漭 0755-27080081 深圳市松崗鎮樓崗大道寶利來商業城二樓

廣東省 深圳華強北路營業部 呂春梅 0755-8377 6031 深圳市華強北路2001號深紡大廈A座13層

廣東省 深圳益田路營業部 唐晶晶 0755-25310092 深圳市益田路6003號榮超商務中心B棟30層

廣東省 期貨深圳營業部 李丹 0755-2398 0537 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6009號新世界中心15樓

廣東省 龍華壹成中心營業部 範才偉 0755-2104 5478 深圳市龍華區梅龍路1111號壹成中心壹方天地廣場一樓013號

廣東省 龍華壹成中心營業部 馬曉豔 0755-2910 7674 深圳市龍華區梅龍路1111號壹成中心壹方天地廣場一樓013號

廣東省 深圳科苑南路營業部 楊婉青 0755-26091207 深圳市南山區中國儲能大廈1單元F層

廣東省 深圳前海營業部 張嘉隆 0755-8663 7875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區前灣一路1號A棟201室

廣東省 深圳福民路營業部 王磊 0755-8278 7419 深圳市福田區福保街道福民路196號2C

廣東省 深圳梅林營業部 孫小燕 0755-2348 5796 深圳市福田區梅林路卓越城二期B座10層1006

廣東省 陽江金園路營業部 黃秋怡 0662-3516888 廣東省陽江市江城區金園路3號，5號

安徽省 合肥長江西路營業部 魯靜 0551-6283 8191 合肥市長江西路130號

安徽省 蕪湖文化路營業部 楊東兵 0553-3937 990 安徽省蕪湖市鏡湖區文化路39號-2

安徽省 安慶紡織南路營業部 邵東琴 0556-5580 117 安徽省安慶市紡織南路80號

安徽省 阜陽淮河路營業部 王娟娟 0558-2595 521 安徽省阜陽市淮河路666號天築逸景2#商住樓108，109室

北京市 北京知春路營業部 王瑩 010-82263556 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路7號致真大厦B座一層國泰君安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營業部 王晶 13581583588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9號樓1層105-01單元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營業部 支千月 010-82263931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9號樓1層105-01單元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營業部 李淑艷 010-82263922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9號樓1層105-01單元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營業部 蔡楹楹 010-82263936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9號樓1層105-01單元

北京市 北京金融街營業部 馬璇 010-82263932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9號樓1層105-01單元

北京市 北京德外大街營業部 平萍 010-82263972 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外大街13號院1號樓109-A、301(德勝園區)

北京市 北京方莊路營業部 趙瑞克 010-8226 3725 北京市豐台區方莊路1號

北京市 北京方莊路營業部 江洪 010-82263736 北京市豐台區方莊路1號

北京市 北京懷柔府前街營業部 馬小璐 010-69680347 北京市懷柔區府前街3號

北京市 北京懷柔府前街營業部 劉嘉依 13811026420 北京市懷柔區府前街3號

北京市 北京通州新華西街營業部 白雲鵬 15901168248 北京市通州區新華西街60號院1號樓1層101

北京市 北京亦莊宏達北路營業部 張嶸 010-82263893 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宏達北路16號中航技工業園一層

北京市 北京亦莊宏達北路營業部 沈煒煒 010-82263895 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宏達北路16號中航技工業園一層

北京市 北京魯谷路營業部 陳茜 010-82263847 北京市石景山區銀河大街6號院1號樓南塔一層

北京市 北京魯谷路營業部 安曉娜 010-82263837 北京市石景山區銀河大街6號院1號樓南塔一層

北京市 北京期貨營業部 趙昕 010-5879 5789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木街乙12號東塔2901

北京市 北京中關村大街營業部 楊貞怡 010-8226 3761 北京市海澱區海澱北二街8號中關村SOHO大廈107

北京市 北京光華路營業部 陶特 010-82263787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1號嘉裡中心寫字樓大堂一層03單元

北京市 北京建國路營業部 王歆 010-8226 3765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93號萬達廣場5號樓1-19號

北京市 北京安貞門營業部 葉萌 010-82263879 北京市朝陽區安定路5號院9號樓外運大廈C座1層

北京市 北京安貞門營業部 盛苗 010-82263814 北京市朝陽區安定路5號院9號樓外運大廈C座1層

北京市 北京望京阜通東大街營業部 王燕玲 010-8226 3827 北京市朝陽區阜通東大街12號寶能中心A座101A

北京市 北京蘇州橋營業部 呂琳璐 010-8226 3806 北京市海澱區北三環西路99號西海國際中心1號樓106

北京市 北京蘇州橋營業部 呂學平 010-8226 3807 北京市海澱區北三環西路99號西海國際中心1號樓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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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867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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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0



省份 網點名稱 見證人 見證人座機 地址

福建省 福州華林路營業部 江佳 0591-8852 1623 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華大街道華林路138號國發廣場商住樓2層02商業用房

福建省 長樂朝陽中路營業部 邱良斌 0591-2752 9918 福建省長樂市朝陽中路189號

福建省 福州楊橋東路營業部 吳巧惠
0591-8755 1186

福州市鼓樓區楊橋東路19號三坊七巷保護改造工程第一坊二期1-2#樓

連接體一層02店面、二層01店面

福建省 福州楊橋東路營業部 朱瑜
0591-8743 1036

福州市鼓樓區楊橋東路19號三坊七巷保護改造工程第一坊二期1-2#樓

連接體一層02店面、二層01店面

福建省 福清僑榮城營業部 林秀寶 0591-8655 6177 福建福清市清昌大道僑榮城12號樓101店面

福建省 厦門鷺江道營業部 李志森 0592-5569 933 廈門市思明區鷺江道8號國際銀行大廈7層

福建省 泉州雲鹿路營業部 周雪冰 0595-2216 7291 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雲鹿路仟禧匯大廈國泰君安證券1-2層

福建省 泉州雲鹿路營業部 孫子彥 0595-28989985 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雲鹿路仟禧匯大廈國泰君安證券1-2層

福建省 福建晋江長興路營業部 李雅清 0595-8333 2001 福建省晉江市長興路222號明鑫財富中心605室

福建省 漳州水仙大街營業部 張雄文 0596-2685632 福建省漳州市龍文區水仙大街88號融信·希爾頓·逸林酒店B幢1層06單元、5層07單元

福建省 龍岩華蓮路證券營業部 駱雄莊 0597-3221963 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華蓮路5號多特家園1#2層

福建省 龍岩華蓮路證券營業部 陳彩瓊 0597-3221962 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華蓮路5號多特家園1#2層

福建省 三明列東街營業部 鄧偉鴻 0598-8588939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區梅嶺新村31幢一層

福建省 厦門國際金融中心營業部 連婉茹 0592-5156 289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展鴻路82號廈門國際金融中心大廈2402號

福建省 寧德橋興路營業部 薛穎 0593-2951 557 福建省甯德市蕉城區萬達廣場17棟110號

福建省 莆田延壽南街營業部 雷蕾 0594-2303 338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區鎮海街道延壽南街550、554號

廣西省 南寧民族大道營業部 梁軍 0771-5581 283 廣西南寧市民族大道137號永凱大廈7樓

廣西省 南寧雙擁路營業部 廖熙義 0771-5651993 廣西南寧青秀區雙擁路30號南湖名都廣場A座22樓

廣西省 桂林穿山東路營業部 歐素花 0773-5822 525 桂林市七星區穿山東路1號七星花園轉角商場2號樓3、4號鋪面

貴州省 貴陽中華中路營業部 趙璨 0851-8581 3793 貴州省貴陽市中華中路1號峰會國際9樓

貴州省 遵義昆明路營業部 劉敏 0851-28979795 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昆明路航太羅莊裙樓-1-3

貴州省 遵義昆明路營業部 楊可凡 0851-2897 3212 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昆明路航太羅莊裙樓-1-3

貴州省 安順南華路營業部 朱戈蕾 0851-3333 2168 貴州省安順市南華路67號順安世紀新城C棟3樓

貴州省 凱裡北京西路營業部 趙楊 0855-8068 333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裡北京西路25號東方文化大廈5樓

湖北省 武漢紫陽東路營業部 米亞昆 15827127258 武漢市武昌區紫陽東路77號偉鵬大廈1F

湖北省 武漢京漢大道營業部 盧怡 027-8583 5032 武漢市京漢大道528號

湖北省 武漢建設大道營業部 湯玲 15007191899 武漢市江岸區花橋街建設大道1001號新苑商務中心

湖北省 襄陽檀溪路營業部 韓小倩 18671067896 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西街18-1號

湖北省 襄陽檀溪路營業部 方春暉 0710-3542854 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西街18-1號

湖北省 襄陽長虹路營業部 徐梦冉 0710-3322595 襄陽市樊城區長虹路56號海潤名都2棟2單元2層

湖北省 咸寧大道營業部 冷黎榮 0715-8893653 湖北省咸寧市咸寧大道39號國際大厦A座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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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 宜昌珍珠路營業部 鄒堅淩 0717-6753263 宜昌市珍珠路78號

湖北省 宜昌四新路營業部 王敏 0717-6742962 湖北省宜昌市四新路2號

湖北省 武漢期貨營業部 張希 027-8288 5593 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建設大道718浙商大廈40樓4005

湖北省 武漢馬鸚路營業部 何智俐 027-8488 0887 武漢市漢陽區馬鸚路9號塑機片危舊房改造項目一期7棟1層3、4商室，2層4、5商室

海南 海口國貿大道營業部 周斌 13322076555 海口市國貿大道56號北京大廈三層

海南 海口國貿大道營業部 林瑞印 0898-6854 6420 海口市國貿大道56號北京大廈三層

海南 海口龍昆南路營業部 陳文華 0898-6676 5355 海口市龍昆南路56號(龍泉家園首層)

海南 海口儋州中興大道營業部 鄭培強 0898-2388 5243 海南儋州市中興大道電信大樓一樓

黑龍江 哈爾濱西大直街營業部 陳通 0451-86227463 哈爾濱市南崗區西大直街90號工大科技大廈2樓

黑龍江 大慶經六街營業部 楊思瑤 0459-6281381 大慶市薩爾圖區東風新村經六街297號學偉鑫城A06號商服樓16門

湖南省 長沙五一大道營業部 劉敏 0731-84441933 長沙市五一大道89號

湖南省 株洲建設中路營業部 周慶 0731-2296 3657 湖南株洲建設中路40號

湖南省 湘潭建設中路營業部 于淼 0731-5556 7622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區東坪街道嵐園路4號湘潭中心大厦A座七樓

湖南省 長沙芙蓉中路營業部 曾強 0731-85233126 湖南長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號華升大夏2樓

湖南省 株洲長江南路營業部 鄧利佳 0731-2272 7635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區長江南路291號

湖南省 株洲長江南路營業部 童梓淩 0731-22727631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區長江南路291號

湖南省 長沙麓天路營業部 劉超 0731-8583 9283 長沙高新開發區麓天路28號金瑞麓穀科技園A1棟1層108-1號、A2棟2層206-2房

湖南省 衡陽雁城路營業部 舒茜 0734-8209 600 湖南省衡陽市雁城路1號

湖南省 衡陽解放大道營業部 陳行 0734-8145006 湖南省衡陽市高新區解放大道8號4樓

湖南省 郴州國慶北路營業部 葛郴平 18670273558 湖南省郴州市國慶北路3號王商銀大行6樓

湖南省 常德武陵大道營業部 文志强 0736-7255 827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區國慶北路3號工商銀行北湖支行辦公大樓一樓左側財富中心、六樓

湖南省 邵陽寶慶西路營業部 易暢 15115951983 湖南省邵陽市大祥區寶慶西路81號

湖南省 吉首人民中路營業部 卓陽 0743-2137 666 湖南省吉首市幹州辦事處人民中路408號

湖南省 常德人民路營業部 陳尹 13975659568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路1888號華都大廈1樓

湖南省 益陽益陽大道營業部 詹顯暢 0737-3636 187 益陽市高新區朝陽辦事處梓山湖新城迷你空間1、2棟

湖南省 永州梅灣路營業部 戴豐羽 0746-8511826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灘區梅灣路474號

湖南省 永州梅灣路營業部 袁晨航 0746-8795 521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灘區梅灣路474號

吉林省 長春期貨營業部 韓旭坤 0431-8986 7577 長春市延安大路565號盛世國際A座2022室

吉林省 長春期貨營業部 刁丹丹 0431-85918811 長春市延安大路565號盛世國際2022室

吉林省 延吉友誼路證券營業部 洪延平 0433-4379666 吉林省延吉市友誼路118號國際飯店4樓

吉林省 通化光明路營業部 陳星 18504357676 吉林省通化市光明路47號

吉林省 長春東北亞國際金融中心營業部 吳延銘 0431-84636789 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東北亞國際金融中心2號樓西側611、612、613、615、616、6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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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 南京太平南路營業部 霍正威 025-8457 5120 南京市太平南路389號鳳凰和睿大廈四樓

江蘇省 南京太平南路營業部 季晨 025-84452954 南京市太平南路389號鳳凰和睿大廈四樓

江蘇省 南京金融城營業部 金麗莉 025-8332 3251 南京市建鄴區廬山路248號金融城4號樓31層

江蘇省 南京溧水中大街營業部 宋莉莉 025-5722 8151 江蘇省南京市溧水縣永陽鎮中大街77號

江蘇省 無錫湖濱路營業部 陸宇澄 0510-8270 8533 無錫市湖濱路688號華東大廈2樓

江蘇省 無錫人民中路營業部 王丹萍 0510-85860180 無錫市梁溪區人民中路139號恒隆廣場25層2510-2511室

江蘇省 江陰環城北路營業部 張炳良 0510-81600316 江陰市環城北路27號凱悅國際金融中心1502/1503室

江蘇省 鎮江長江路營業部 吳勉 0511-83816455 江蘇省鎮江市長江路9號物價局一樓

江蘇省 蘇州蘇州大道東營業部 陳闖 17706213099 蘇州市工業園區蘇州大道東265號現代傳媒廣場40層D、C-2室

江蘇省 蘇州獅山路營業部 崔壯 0512-6820 2128 江蘇省蘇州市高新區獅山天街生活廣場8棟902-906

江蘇省 南通工農路營業部 陳佳 0513-55085033 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工農路33號金融滙1202室

江蘇省 揚州文匯西路營業部 李惠穎 15720768424 揚州市邗江區文匯西路209號辦公樓附屬樓

江蘇省 鹽城解放南路營業部 何翠翠 0515-8853 8059 江蘇省鹽城市解放南路58號中建大廈20樓

江蘇省 徐州和平路營業部 王鬱晶 0516-8381 9230 江蘇省徐州市和平路59號江蘇師範大學科技園509室

江蘇省 連雲港巨龍南路營業部 趙斯嬌 0518-8563 1777 江蘇省連雲港巨龍南路59號君宸大厦四樓

江蘇省 常州延陵中路營業部 汪煦 0519-86689723 江蘇省常州市天甯區延陵中路29-1號

江蘇省 泰州鼓樓南路營業部 胡雪晨 0523-86998680 江蘇省泰州市海陵區鼓樓南路398號

江蘇省 邳州解放東路營業部 曹静 0516-86258098 徐州市邳州市珠江路印象·珠江

江蘇省 淮安淮海東路營業部 許記 0517-89951108 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區淮海東路1號豐惠廣場21樓

江西省 鷹潭環城西路營業部 鄒暉 0701-6263 942 中國江西省鷹潭市月湖區環城西路2號

江西省 鷹潭環城西路營業部 潘安妮 0701-6210401 中國江西省鷹潭市月湖區環城西路2號

江西省 貴溪建設路營業部 蘇蔓 0701-3798737 江西省貴溪市建設路120號嘉裕花苑臨街樓二樓

江西省 貴溪建設路營業部 裴怡萍 0701-3350 236 江西省貴溪市建設路120號嘉裕花苑臨街樓二樓

江西省 江西分公司 陳卓雅 0791-8611 2373 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新區豐和中大道1266號翠林大厦31層

江西省 南昌站前路營業部 朱青 0791-86111929 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路105號

江西省 南昌站前路營業部 李宏陽 0791-8611 0023 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路105號

江西省 南昌象山北路營業部 徐燕琴 0791-8673 4819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象山北路237號4-5層

江西省 九江甘棠路營業部 高菲 0792-8239 812 九江市潯陽區甘棠北路159號

江西省 九江甘棠路營業部 蔡莉 0792-8239 812 九江市潯陽區甘棠北路159號

江西省 九江甘棠路營業部 曾萍 0792-8239800 九江市潯陽區甘棠北路159號

江西省 九江十裏大道營業部 季峰 15107921010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區十裏大道1299號

江西省 贛州章江南大道營業部 王潔雨 0797-8456 516 江西省贛州市章江南大道18號

江西省 贛州章江南大道營業部 曾莉 0797-8456 516 江西省贛州市章江南大道18號

江西省 江西宜春中山中路營業部 劉小峰 0795-3215 166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區袁山大道262號

江西省 宜春高安橋北路營業部 吳向農 0795-5289 250 江西省高安市瑞州路70號

江西省 撫州南豐桔都大道營業部 吳浩斐 0794-3221 388 江西省撫州市南豐懸桔都大道42號

江西省 撫州南豐桔都大道營業部 趙麗伊 0794-3221 381 江西省撫州市南豐懸桔都大道42號

江西省 南昌豐和中大道營業部 曾辰 0791-8396 1712 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新區豐和中大道1266號翠林大厦31層3107-3109室

遼寧省 瀋陽黃河南大街營業部 陳加豐 024-86845727 瀋陽市皇姑區黃河南大街48號

遼寧省 瀋陽十一緯路營業部 呂鳳竹 024-82700166 瀋陽市和平區十一緯路68號

遼寧省 瀋陽北二東路營業部 耿雪情 024-31375711 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北二東路22號9門

遼寧省 大連成義街營業部 鄧賢 0411-84650300 大連市沙河口區成義街6號

遼寧省 大連成義街營業部 張瑩 0411-84650010 大連市沙河口區成義街6號

遼寧省 大連期貨營業部 蔣劍鐸 0411-8480 7755 大連市沙河口區會展路129號大連期貨大廈2703室

遼寧省 大連期貨營業部 顧鑫 0411-8480 6753 大連市沙河口區會展路129號大連期貨大廈2703室

遼寧省 大連金馬路營業部 王玲 0411-39265937 遼寧省大連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金馬路135號

遼寧省 鞍山新華街營業部 房倩倩 0412-2215307 鞍山市鐵東區新華街35棟-2

遼寧省 盤錦營業部 王迎全 0427-7369 189 遼寧省盤錦市興隆台區鑫怡和小區商網1棟2號

內蒙古 赤峰西拉沐淪大街證券營業部 李靜 18647689588 赤峰市紅山區西拉沐淪大街萬達廣場A區10號樓03015-03016號

寧夏 銀川解放西街證券營業部 龐俊婷 0951-5139992 寧夏銀川市興慶區解放西街31號建發現代城銀座18層

青海 青海西寧勝利路營業部 劉令華 0971-4295 521 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勝利路1號招銀大廈

四川省 成都順城大街營業部 趙勇 028-68501612 成都市順城大街229號順城大厦2樓

四川省 成都順城大街營業部 王穎 028-68501613 成都市順城大街229號順城大厦2樓

四川省 成都北一環路營業部 范東 028-87652957 成都市一環路北一段99號

四川省 成都雙慶路營業部 劉玉堃 028-65775273 成都市成華區雙慶路10號華潤大厦

四川省 成都雙慶路營業部 鄒曦月 028-65775271 成都市成華區雙慶路10號華潤大厦43樓

四川省 成都交子大道營業部 呂曦 028-61528056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交子大道998號5號樓2樓1號

四川省 成都交子大道營業部 楊濤 028-61528055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交子大道998號5號樓2樓1號

四川省 成都天府二街營業部 周美玲 028-86051383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天府二街138號1棟2層204

四川省 成都瀘州星光路營業部 張釗 0830-2292 882 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星光路11號四樓

四川省 雅安朝陽街營業部 魏芹 0835-2361 159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區朝陽街66號5樓

四川省 成都金堂縣十裡大道營業部 張喬 028-68102573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趙鎮十裡大道一段559號

四川省 成都建設路第二營業部 劉曼穎 18280040966 四川省成都市建設路9號附18號

四川省 宜賓金沙江大道營業部 黃玉倩 0831-2399567 四川省宜賓市敘州區鑫悅灣二期13幢3層28號

四川省 南充北湖路營業部 程媛 0817-8696666 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北湖路99號附2,3,4號

四川省 綿陽劍南路營業部 胡力文 0816-2553 595 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劍南路西段8號富臨東方廣場2幢2層3號

四川省 瀘州自貿區雲台路營業部 伍蜀 0830-3330011 四川自貿區川南臨港片區雲台路68號3幢

山東省 濟南勝利大街營業部 邵洛滿 0531-8751 1666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勝利大街56號山東書城培訓樓九層及營業樓一層

山東省 濟南經十路證券營業部 吳俊達 0531-8655 1851 山東省濟南市曆下區經十路8000號龍奧金座1號樓5A

山東省 青島南京路營業部 俞麗莎 0532-8580 2771 青島市市南區南京路108號乙

山東省  烟臺西盛街營業部 于夢瑤 0535-3392103 山東省烟臺市芝罘區西盛街27號匯通國際1樓及23樓

山東省 濰坊東風東街營業部 莊嶠 0536-8052 718 山東省濰坊市奎文區東風東街360號泰華商務大厦A座

山東省 濟寧吳泰閘路 谷優 05377978 680 山東省濟寧市吳泰閘路31號陽光盛景園商務樓A座一樓

山東省 臨沂北京路營業部 淩媛媛 0539-8328 112 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北京路39號金玉山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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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 臨沂北京路營業部 李熠 0539-8327 929 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北京路39號金玉山大厦

山東省 臨沂北京路營業部 李天然 0539-8307 190 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北京路39號金玉山大厦

山東省 臨沂沂蒙路營業部 段青 0539-8251 739 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沂蒙路212號國泰君安證券二樓大廳

山東省 青島松嶺路營業部 國宸鳴 0532-67783865 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松嶺路118號

山東省 淄博柳泉路營業部 任凱源 0533-6205 186 山東淄博市張店區柳泉路77號新世界廣場2號樓1層甲11

山東省 東營北一路營業部 薛媛 0546-6092106 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北一路787號101

山東省 棗莊光明西路營業部 公維康 0632-5205 678 山東省棗莊高新區光明西路1677號

山東省 威海青島北路營業部 田曉飛 0631-5325606 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青島北路9號

山東省 聊城東昌西路營業部 敖奇 18663551112 山東省聊城市東昌路區99號中通時代豪園50號樓1-2層01號商鋪

山東省 期貨公司青島分公司 邵海濱 15275261664 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松嶺路118號

上海市 上海九江路營業部 姚遙 13764979788 上海市黃埔區漢口路650號16樓

上海市 上海黃陂南路營業部 常文潔 13764971412 上海市黃浦區黃陂南路798號

上海市 上海黃陂南路營業部 鄧傳文 15821779126 上海市黃浦區黃陂南路798號

上海市 上海黃陂南路營業部 仲哲 13764583775 上海市黃浦區黃陂南路798號

上海市 上海黃陂南路營業部 邱曉鵬 13917134496 上海市黃浦區黃陂南路798號

上海市 上海虹橋路營業部 徐衛芳 13661823508 上海虹橋路188號2樓

上海市 上海江蘇路營業部 饒慧 18516172828 上海江蘇路369號11樓

上海市 上海江蘇路營業部 赵建梅 13801959710 上海江蘇路369號11樓

上海市 上海江蘇路營業部 胡心靈 021-62108888 上海江蘇路369號11樓

上海市 上海禮泉路證券營業部 謝麗春 021-5280-8335 上海市普陀區禮泉路720號

上海市 上海禮泉路證券營業部 王晨 13003137171 上海市普陀區禮泉路720號

上海市 上海陸家嘴東路營業部 徐秀瓊 021-68597898 上海陸家嘴東路161號招商局大厦37樓

上海市 上海江場路營業部 金蕾 021-5667 5201 上海市靜安區江場路1400號B313室

上海市 上海團結路營業部 金海霞 021-5669 8996 上海市團結路41號 P.O.201900

上海市 上海商城路營業部 馬逸飛 13901616422 上海浦東商城路618號 良友大厦

上海市 上海四平路營業部 顧炯 13901980942 上海四平路1962號

上海市 上海宜山路營業部 謝俊 13003100222 上海市徐匯區宜山路900號C座503室

上海市 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營業部 劉影 021-6176 5267 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688號2202-2205室

上海市 上海大連路營業部 金吉康 13301720802 上海市虹口區大連路179號

上海市 上海威海路營業部 張麗莉 13671989951 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363號

上海市 上海威海路營業部 王少君 13918859733 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363號

上海市 上海期貨公司世紀大道營業部 蔡金輝 13918167076 靜安博華廣場

上海市 上海期貨公司世紀大道營業部 史榮華 15201781049 靜安博華廣場

上海市 上海期貨公司世紀大道營業部 陳長江 13681687963 靜安博華廣場

上海市 期貨上海國賓路營業部 錢曉雯 021-55392185 上海市楊浦區國賓路36號1607-1608室

上海市 期貨上海國賓路營業部 胡光瑋 021-5589 2920 上海市楊浦區國賓路36號1607-1608室

上海市 上海松江中山東路營業部 錢笑圓 021-6784 8900 上海市松江區中山東路298號商務樓2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總公司(國際業務部) 高琳琳 021-5213 8786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總公司(國際業務部) 劉衍鑫 021-5283 1439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總公司(國際業務部) 唐子涵 021-5213 8911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總公司(國際業務部) 梁開國 021-5213 8873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金融理財部 李園 021-5213 8092 上海市延平路121號三和大厦10樓A

上海市 上海期貨IB業務部 羅建全 023-63708025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IB業務部 李艷 0851-8581 3892 上海靜安區延平路121號三和大厦28F

上海市 上海錦康路營業部 丁乃騁 021-68823689 上海市浦東新區錦康路308號1803室

上海市 上海福山路營業部 郭友娣 021-6875 7033 上海福山路450號24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産業發展部 錢瑤瓊 021-5213 1163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上海市 上海期貨産業發展部 包曉青 021-5213 1086 上海延平路121號28樓

山西省 太原並州北路營業部 杜慧琴 13834167450 山西綜改示範區太原學府園區高新街15號1幢12層1204室、1205室及16層東側

天津市 天津友誼路營業部 左文旭 022-5995 9062 天津市河西區友誼路35號城市大厦A座8樓803

天津市 天津營銷總部 劉輝 022-5892 8871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梅苑路5号金座广场-320、321

天津市 天津營銷總部 周婕 022-5839-5902 天津市和平區大沽北路2號津塔寫字樓4709

天津市 天津營銷總部 高磊 022-2782 2078-628 天津市和平區大沽北路2號津塔寫字樓4709

天津市 天津新開路營業部 馬文 022-59668315 河東區新開路69號

天津市 天津新開路營業部 梁欣 022-58186735 河東區新開路69號

天津市 天津期貨營業部 謝清鵬 13821032769 天津市和平區鄭州道18號港澳大厦6層

天津市 天津期貨營業部 施曉偉 13821462333 天津市和平區鄭州道18號港澳大厦6層

天津市 天津濱海新區黃海路營業部 孫博宇 022-5983 9000 大津濱海新區開發第三大街16號泰達中心酒店2503

天津市 天津青年路營業部 王媛 13821535728 天津市南開區青年路281號

天津市 天津高新區梅苑路營業部 王冰瀅 022-58928870 天津市濱海高新區華苑産業梅苑路5號金座廣場一320、321

陝西省 西安東關正街營業部 黃穎 029-82486017 西安市東關正街66號世貿大厦A座705室

陝西省 西安高新路營業部 楊敏 029-88304621 陝西省西安市高新路56號電信廣場金融商務中心2E

陝西省 西安高新路營業部 康勇 029-88304617 陝西省西安市高新路56號電信廣場金融商務中心2E

陝西省 西安文景路營業部 楊蕊寧 029-6273 6879 陝西省西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鳯城八路158號23幢1單元10102室

陝西省 西安雁展路營業部 姚玉璇 029-61819280 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雁展路463號華僑城天鵝堡1幢1單元10106室1層

陝西省 渭南倉程路營業部 簡曉雪 0913-2681161 陝西省渭南市臨渭區倉程路中段城上城B2-105/205

新疆 烏魯木齊新華北路營業部 王萍 0991-2825 558 烏魯木齊新華北路258號

新疆 烏魯木齊新華北路營業部 王茹 0991-2825 558 烏魯木齊新華北路258號

雲南省 昆明人民中路營業部 李瓊 0871-6310 2433 雲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金牛街聯通大厦三樓

雲南省 昆明人民中路營業部 王志承 0871-63183755 雲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金牛街聯通大厦三樓

雲南省 芒市闊實路營業部 楊崬莓 0692-2132510 雲南省德宏州芒市闊實路64號

雲南省 曲靖翠峰東路營業部 賈昊霖 0874-3137389 雲南省曲靖市麒麟區翠峰東路匯寶大厦一樓



省份 網點名稱 見證人 見證人座機 地址

浙江省 衢州柯城營業部 金鑫 0570-3065 907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花园综合楼

浙江省 衢州柯城營業部 吳瓊飛 0570-3066 401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花园综合楼

浙江省 衢州柯城營業部 姜蕾蕾 0570-3019 751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花园综合楼

浙江省 杭州五星路營業部 楊競 0571-8756 0507 浙江省杭州市江幹區五星路185號民生金融中心A座17樓

浙江省 杭州濱江科技館街營業部 俞賀 0571-86631097 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科技館街1505號凱瑞金座101室

浙江省 杭州濱江科技館街營業部 戴孟翔 0571-87815897 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長河街道科技館街1505號凱瑞金座101室

浙江省 德清武源街營業部 孫張晶 0572-8080 330 浙江省德清縣武源街181-185號

浙江省 德清武源街營業部 沈曉霞 0572-8081500 浙江省德清縣武源街181-185號

浙江省 寧波彩虹北路營業部 張晶 0574-87742397 浙江省寧波市彩虹北路97號

浙江省 余姚營業部 劉文婷 0574-6266 1875 浙江省余姚市舜水南路63-65號

浙江省 寧波民安東路營業部 王馨可 0574-8720 8616 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和濟街181號002幢

浙江省 寧波君子街營業部 耿海青 0574-8185 0353 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君子街92號

浙江省 紹興崇賢街證券營業部 傅鋒 0575-85118931 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崇賢街5號匯金大厦7樓

浙江省 臨海巾山中路營業部 許佳楣 0576-8531 3175 浙江省台州臨海巾山中路59號

浙江省 台州市府大道營業部 馬琪 0576-81896608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市府大道658號一樓

浙江省 溫州江濱西路營業部 邵紹 0577-8889 5235 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江濱西路528號榮星大厦一樓

浙江省 瑞安莘陽大道營業部 金文杰 0577-6681 1852 浙江省溫州市瑞安莘陽大道380-386號錦陽嘉苑2號樓1樓

浙江省 金華八一南街營業部 姚馨 0579-8256 8879 浙江省金華市八一南街818號

浙江省 金華八一南街營業部 潘佩珍 0579-8256 8890 浙江省金華市八一南街818號

浙江省 義烏丹溪北路證券營業部 何萍英 0579-8589 2627 浙江義烏丹溪北路131-133號

浙江省 仙居酒坊巷營業部 朱軍民 0576-87758582 浙江仙居縣酒坊巷139號

浙江省 慈溪開發大道營業部 徐波 0574-63081167 浙江省寧波慈溪市古塘街道開發大道200號

河南省 鄭州市黃河路營業部 董亞亞 0371-6332 8163 河南省鄭州市黃河路16號

河南省 滎陽市萬山北路營業部 劉利利 0371-6325 7123 河南省滎陽市萬山北路15號

河南省 安陽永明路營業部 王向楠 0372-3692 268 河南省安陽市文峰區永明路南段與迎春東街交叉口南200米路西

河南省 南陽建設東路營業部 馬迪 0377-6331 1881 河南省南陽市建設東路宇信凱旋城路北9號樓2層213-214號

河南省 洛陽中州中路營業部 徐婉瑛 0379-65298125 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中州中路605號院1棟中州國際5樓

河南省 濟源市濟水大街營業部 孫欣燕 0391-6695 521 河南省濟源市濟水大街與文昌路交叉口

河南省 濟源市濟水大街營業部 張利 0391-6616 160 河南省濟源市濟水大街與文昌路交叉口

河南省 濟源市濟水大街營業部 成磊 0391-6615 103 河南省濟源市濟水大街與文昌路交叉口

河南省 鄭州期貨營業部 張琳 0371-6560 0698 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路30號期貨大廈805室

河南省 焦作塔南路營業部 趙甜靜 0391-3995 521 河南省焦作市塔南路399號

河南省 河南三門峽六峰路營業部 王曉娟 0398-239 5521 河南省三門峽市湖濱區劉峰南路峰橋國際商務部1層

西藏 拉薩塔瑪中路營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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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