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面额人民币主办网点表
省份（直辖
市）

网点名称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木樨地支行
北京工体支行

北京

北京方庄支行
北京顺义支行

天津

河北

山西

北京金融街支行
天津围堤道支行
石家庄营业部
石家庄中山东路支
行
石家庄维明大街支
行
石家庄红旗大街支
行
石家庄胜利北大街
支行
沧州分行营业部
沧州任丘支行
唐山分行营业部
秦皇岛分行营业部
秦皇岛长江中道支
行
秦皇岛抚宁支行
太原长治路支行
太原广场支行
太原坞城路支行
太原太钢支行
吕梁分行营业部
大同分行营业部
运城分行营业部

内蒙古

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大街支行
沈阳分行营业部

地址

联系电话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3 号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 18 号中复大厦
一层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 28 号通
润会馆一层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平东路 7 号院 1
号楼 1-2 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103 号峰汇广场

010-58560088-6431
010-88654212
010-65022703

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197 号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133 号

0311-66889266
0311-86033335

石家庄市维明大街 77 号

0311-87010263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216 号

0311-83030169

石家庄市胜利北大街 156 号

0311-89611135

沧州市解放西路 106 号
任丘市渤海路 15 号潜山道东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 601 号
秦皇岛市海港区燕山大街 242 号
秦皇岛市抚宁区迎宾路 179 号

0317-5670170
0317-5612022
0315-5268732
0335-5306365
0335-8068937

秦皇岛市开发区长江中道 56 号
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产业路口山西国际
金融中心 3 号楼
太原市迎泽区并州北路 2 号
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 53 号
太原市杏花岭区柏杨树街 38 号
吕梁市离市区龙凤南大街昌圆大厦

0335-6680091
0351-7342796

大同市平城区魏都大道 78 号富临宝城 B
座一层底商
运城市盐湖区红旗东街 3952 号奥阳大
厦 1-3 层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
交流中心 1 层、19 层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65 号

0352-5117777

010-67670383
010-81487560
010-88087405
022-58927054

0351-8208689
0351-7630563
0351-2116008
0358-8289691

0359-2032965
0471-3297054
024-22587831

沈阳保工街支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中山支行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支行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大连西岗支行
大连三八广场支行
大连胜利桥支行
大连星海支行
大连越秀支行
大连人民广场支行
大连新华支行
大连五一路支行
大连华南广场支行
大连瓦房店支行
辽宁

大连自贸区支行
大连沙河口支行
大连金州支行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大连商品交易所支
行
大连庄河支行
大连高新区科技支
行
大连八一路支行
大连延安路支行
大连马栏广场支行
大连双兴支行
大连西安路支行
大连普兰店支行
大连西南路支行
大连旅顺支行
大连甘井子支行
长春胜利大街支行
哈尔滨分行营业部
上海黄浦支行
南京分行营业部

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北街 26 号 1 门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东路 52 号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19 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663 号

024-22587777-3506
0411-62675618
0411-62675641
0411-62675660

大连市开发区五彩城 F 区商业大厦 4 栋
2号
大连市西岗区唐山街 51-7 号
大连市中山区朝阳街 42 号
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123 号日航酒店东
侧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74-1 号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55 号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296 号
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南路 3 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 99 号
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 23 号
大连市瓦房店市共计办事处新华路 23-1
号
大连市保税区黄海西肆路 201 号国际商
务大厦 1-F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62 号中航国际
广场一楼
大连市金州区胜利路连大文润金宸小区
5 号公建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期货大厦
3301 室
大连市庄河市向阳路二段 396 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学苑广场 1 号（软件园
18 号楼）
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19-1 号
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 28 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878-1、2 号
大连市西岗区双兴街 11-8 一层 11-9 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 99D
大连市普兰店区海湾新城 59-1 号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568 号
大连市旅顺口区黄河路 110 号
大连市甘井子区虹韵路 207 号
长春市宽城区胜利大街 498 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路 11 号
上海市黄浦区威海路 48 号
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 20 号

0411-62675691
0411-62675717
0411-62675749
0411-62675772
0411-62675785
0411-62675814
0411-62675849
0411-62675871
0411-62675894
0411-62675936
0411-62675967
0411-62675971
0411-62676078
0411-62676120
0411-62676131
0411-62676162
0411-62676175
0411-62676209
0411-62676232
0411-62676258
0411-62676291
0411-62676305
0411-62676326
0411-62676347
0411-62676371
0411-62676385
0431-82660612
0451-58569333
021-53857428
025-83279016

南京城东支行
南京河西支行
南京江宁支行
南京莫愁湖支行
南京江北支行
南京高淳支行
南京六合支行
南京溧水支行
无锡分行营业部

江苏

常州支行营业部
常州金坛支行
常州溧阳支行
常州孟河支行
镇江支行营业部
镇江大港支行
镇江句容支行
镇江丹阳支行
镇江扬中支行
南通分行营业部
南通启东支行
南通如皋支行
南通通州支行
南通海门支行
南通海安支行
南通启东吕四支行
南通崇川支行
南通如东支行
泰州营业部
泰州泰兴支行
盐城分行营业部
盐城分行东台支行
盐城分行大丰支行
盐城分行建湖支行
盐城分行亭湖支行
淮安分行营业部
淮安盱眙支行
淮安翔宇大道支行
淮安洪泽支行
淮安清江浦支行
徐州分行营业部

南京市白下区解放路 20 号
南京市江东北路 277 号弘辉龙江里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257 号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东路 8 号
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3 号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南路 19 号
南京市六合区龙津南路 1 号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大道 188 号
无锡市梁溪区运河东路 555 号时代国际
A座1楼
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 50 号
常州市金坛区华阳南路 5 号
常州溧阳市区罗湾路 188 号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孟河大道路 208 号
镇江市梦溪路 253 号
镇江新区大港赵声路 86 号
句容市崇明路 9 号
丹阳市开发区吾悦华府 S7 幢 1-2 层
扬中市三茅镇文景广场 12 幢
南通市世纪大道 8 号
启东市汇龙镇松花江路 1305 号
如皋市如城锦都金鼎大酒店一楼
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 170 号
海门市南海路 963 号
海安市中坝南路 8 号
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北路 588 号
南通市跃龙路 71 号
南通如东县碧霞北路 99 号
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 328 号
泰兴市国庆东路 12 号 4 室
盐城市解放南路 266 号
东台市红兰路 8-8 号
大丰市金丰南大街 97 号
盐城市建湖县向阳东路 9 号
盐城市亭湖区黄山路东城尚品 102、103
号
淮安市淮海西路 166 号
淮安市盱眙县东湖东路 3 号阳光巴黎
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大道 1001 号金地广
场对面
淮安市洪泽区洪泽湖大道 53 号
淮安市清江浦区翔宇中道 168 号
徐州市云龙区鼓城路 93 号泛亚大厦

025-84632017
025-84099761
025-83273306
025-84735250
025-58310353
025-56865029
025-57096706
025-56601231
0510-81189802
0519-89858371
0519-82688531
0519-80951182
0519-86928371
0511-88916608
0511-81986010
0511-87358960
0511-86739682
0511-88120051
0513-66696812
0513-83658639
0513-68778381
0513-86328390
0513-68903208
0513-68103368
0513-80799652
0513-55002781
0513-87115037
0523-86511625
0523-87011354
0515-89850533
0515-69970506
0515-69082129
0515-68802588
0515-81888010
0517-80998828
0517-80818900
0517-80328830
0517-80995018
0517-89685188
0516-83903087

徐州邳州支行
宿迁分行营业部
宿迁泗阳支行
宿迁沭阳支行
扬州营业部
扬州江都支行
扬州高邮支行
连云港营业部
苏州分行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浙江

苏州姑苏支行
苏州吴中支行
苏州新区支行
宁波分行营业部
绍兴市绍兴分行营
业部
嘉兴市嘉兴分行营
业部
舟山市舟山分行营
业部
绍兴市上虞支行
温州锦绣支行
温州江滨支行
合肥白马支行

安徽

合肥滨湖支行
宣城分行营业部
芜湖分行营业部
福州分行营业部
福州鼓楼支行
福州台江支行
福州福清支行
福州长乐支行
福州连江支行
福州平潭支行

徐州邳州市民主路 168 号
宿迁市洪泽湖路 595 号
宿迁市泗阳县众兴镇桃源北路西侧金康
华府 B33 号楼
宿迁市沭阳县沭阳学府南路 203 号
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 440 号 1 楼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 368 号
扬州市高邮市屏淮路翡翠园小区西门
连云港市海州区陇海东路 58-1-116 号
苏州市工业园区圆融时代广场 23 幢 A 座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9 号中海财
富中心 1 楼
苏州市干将东路 599 号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东路 323 号
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22 号
宁波市鄞州区聚贤路 815 号
绍兴市人民中路 436 号

0516-83331780
0527-82088801

嘉兴市槜李路（街）1818 号

0573-82153820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城路 255 号

0580-2585051

上虞市百官街道王充路 557 号
温州市鹿城区汤家桥银都花园 1 楼
温州市鹿城区时代海景一楼
合肥市站前路宝文商务大厦白马服装城
三期一楼
合肥市洞庭湖路 2539 号滨湖假日花园
TSD1 幢
宣城市宣州区鳌峰中路 33 号
芜湖市镜湖区文化路 25 号
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282 号
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中路 18 号恒力博
纳广场南区一层 5 号
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曙光路 118 号宇
洋中央金座 1 层 07
福清市音西街道福和大道裕荣汇大厦一
层
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龙门村吴航路
486-502 号
福州市连江县凤城镇金安西路 2 号龙芝
国际商业广场
福州市平潭县综合实验区潭城镇桂山庄

0575-81285560
0577-88698897
0577-89710812

0527-85277126
0527-83900076
0514-80369090
0514-80330606
0514-80305125
0518-80300999
0512-67900063
0512-62569225
0512-65825058
0512-65637860
0512-68058917
0574-83893597
0575-85088255

0551-64208553
0551-64562063
0563-3590035
0553-2615011
0591-87617328
0591-87987776
0591-87458886
0591-85167239
0591-28922629
0591-26128779
0591-23129672

福建

江西

山东

一弄 30 号一层
莆田市城厢区学园南路 536 号嘉禾世纪
莆田分行营业部
广场 3 号楼一层
龙岩市龙岩大道 395 号金融商务中心汇
龙岩分行营业部
通大厦一层
宁德分行营业部
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39 号
厦门分行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50 号
厦门思明支行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368 号 107 店
泉州分行营业部
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 689 号
泉州泉港支行
泉州市泉港区泉五路世纪新城大厦
泉州市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269 号金
泉州晋江支行
山大厦
泉州市南安市柳城街道办事处普莲路商
泉州南安支行
会大厦一楼
泉州市石狮市宝岛中路 72-82 号金王首
泉州石狮支行
府
泉州惠安支行
泉州市惠安县螺城新霞电信大楼一层
南昌洪城支行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576 号
南昌坛子口支行
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 1158 号
南昌上饶分行营业 上饶市信州区茶圣路 169 号茶圣花园 9
部
号楼
赣州分行营业部
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 31 号
九江分行营业部
九江市濂溪区十里大道 781 号同方科技
大厦一楼
济南分行营业部
济南市市中区泺源大街 229 号
潍坊市高新区东方路 5378 号祥业国际
潍坊分行营业部
商务大厦
东营分行营业部
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 726 号
临沂市兰山区前十街与琅琊王路交汇华
临沂西城支行
强家居广场西北角
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十一路与大山路交汇
临沂商城支行
处西南角
济宁市高新区洸河路 22 号新闻大厦 1 号
济宁分行营业部
楼
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益民小区东组沿洸
济宁任城支行
河路 1 号综合楼
济宁市邹城市矿建东路 1369 号凫山街
济宁邹城支行
道民生服务大厅西楼
济宁市兖州区建设西路与扬州路交叉
济宁兖州支行
口，兖州永华•新百汇
济宁微山支行
济宁市微山县夏镇街道奎文路 80 号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90 号民生银行大
青岛分行营业部
厦

0594-2635252
0597-3088809
0593-2789007
0592-2383162
0592-2990100
0595-28008145
0595-27729568
0595-82033520
0595-26895568
0595-88883500
0595-27395568
0791-86580297
0791-88285649
0793-8175968
0797-8469580
0792-2138800
0531-86121671
0536-8052959
0546-8100321
0539-3213216
0539-3213118
0537-5150500
0537-5158019
0537-3133299
0537-3126627
0537-5037009
0532-58610001

青岛即墨支行
日照分行营业部
威海分行营业部
烟台分行营业部
郑州分行营业部

河南

湖北

湖南

青岛市即墨区文峰路 632 号
日照市烟台路 207 号
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 8 号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 7 号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
外环路 1 号民生银行大厦
洛阳分行营业部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 497 号中州国际
大厦东附楼
南阳分行营业部
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中段玉龙苑小区
5 好楼
许昌分行营业部
许昌市文峰路中段三鼎大厦一、二层
信阳分行营业部
信阳市浉河区东方红大道 348 号申城花
园 2 号楼
新乡分行营业部
新乡市金穗大道与新中大道交叉口嘉亿
新闻大厦
漯河分行营业部
漯河市郾城区嵩山西支路与会展路交叉
口昌建国际大厦 1-4 层
武汉花桥支行
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 32-34 号科技苑小
区1栋1层1室
武汉东湖开发区支 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雄楚大街 938 号
行
武汉汉口北支行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
157 号 F、空港中心城 3 号商业楼 1 层
5-10 号室
武汉光谷高科技支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 IT 服务中
行
心 1 层 02 号
襄阳分行营业部
襄阳市长虹北路 6 号广景·碧云天 A 座
一、二、四层商铺
宜昌分行营业部
宜昌市西陵区云集路 22 号
黄石支行
黄石市西塞山区湖滨大道 733 号
长沙河西先导区支 长沙市金星中路 438 号湘腾商业广场一
行
楼
长沙浏阳支行
长沙市浏阳市车站中路 139 号
常德分行营业部
常德市武陵区武陵大道 599 号
衡阳分行营业部
衡阳市解放大道 18 号市政府旁
株洲支行营业部
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南路 198 号湘江公馆
2、3 号栋 101 号
湘潭支行营业部
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 43 号铱科铂宫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 68 号民生大厦
广州市机场路 284 号白云国际机场北门
广州白云支行
综合服务楼首层
广州番禺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富华东路 73 号
广州新塘支行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港口大道 363 号现代

0532-58610599
0633-8897167
0631-5857732
0535-6699992
0371-69166629
0379-62279063
0377-61601825
0374-5553222
0376-6672200
0373-3866668
0395-2978620
027-82611775
027-87872506
027-85939371

027-87770738
0710-3269991
0717-6220272
0714-6381556
0731-84399667
0731-83839990
0736-7089137
0734-8129959
0731-28868118
0731-55588959
020-38380960
020-86122079
020-84802005
020-82471998

中山分行营业部
东莞分行营业部
佛山分行营业部
广东

惠州分行营业部
深圳分行营业部
深圳华强支行
深圳沙井支行
珠海分行营业部
珠海吉大支行
江门支行营业部
汕头华山路支行
揭阳分行营业部
南宁分行营业部

广西

柳州分行营业部
桂林分行营业部
海口分行营业部

海南

三亚分行营业部

重庆

重庆分行营业部
重庆加州支行
成都分行营业部

四川

成都青羊支行
成都通源街支行
成都骡马市支行
成都双流支行
成都金牛支行
成都新都支行
成都郫县支行

城市花园首层
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 11 号兴中大厦首
层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200 号海德广场
2 栋首层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 61 号
惠州市惠城区文明一路 9 号富绅大厦一
楼
深圳市福中三路与海田路交汇处西南角
民生金融大厦首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佳和华强大厦 B
座一层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大道濠景城
一楼
珠海市香洲区情侣南路 1 号 5 栋 102 号
珠海市吉大莲花山 13 栋 1、2 层商场（1）
至（7）轴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9 号 1 幢 102 室
汕头市华山南路滨海大厦首层
揭阳市东山黄岐山大道以西建阳路以北
中阳大厦裙楼 1-4 层和主楼第 5 层
南宁市民族大道 136-5 号华润大厦 C 座
一楼
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五号兆安现代城
54#、55#栋一层
桂林市穿山东路 41 号彰泰天街一层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77 号中环国际
广场一楼民生银行
三亚市吉阳区河西路 91 号双大国际一
楼民生银行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9 号
重庆市渝北区加州城市花园 5 号楼
成都市天府大道南延线 966 号金融城 6
号楼
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66 号
成都市锦江区通源街 172 号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中路二段 22 号
成都市双流区广都大道 10 号
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道 1042-1058
号
成都市新都区马超西路 294 号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东路 3 号

0760-88799031
0769-23091888
0757-86393026
0752-2886188
0755-82806711
0755-83677495
0755-29358548
0756-8308945

0756-8158815
0750-3873366
0754-88461798
0663-8309596
0771-5772133
0772-2661247
0773-8285135
0898-68595568
0898-88986518
023-67695515
023-89078928
028-85102591
028-87735815
028-84536670
028-86268050
028-85896390
028-61668865
028-61601017
028-87981060

贵州
云南
西藏

贵阳分行营业部
遵义红花岗支行
昆明分行营业部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西安分行营业部

陕西
兰州分行营业部

贵阳市高新区长岭南路 33 号天一国际
遵义市红花岗区石龙路 3 号
昆明市彩云北路 11800 号
西藏拉萨经济开发区博达路 1 号

0851-88508049
0851-28771266
0871-68124885
0891-6850397

西安市沣惠南路 16 号泰华金贸国际 5 号
楼
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 123 号（甘肃日报
社一层）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999 号（瑞德摩
尔太平洋商城南侧）
西宁市城中区昆仑中路 102 号
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 106 号

029-61813025

甘肃

兰州东岗支行

青海
宁夏

西宁分行营业部
银川分行营业部
乌鲁木齐分行营业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314 号
部
乌鲁木齐高新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
乌鲁木齐高新支行
际一层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健康路 271 号佳雨大
乌鲁木齐天山支行
厦一层
乌鲁木齐北京南路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 1032 号
支行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开发区支行
澎湖路 33 号北新大厦 1 层

新疆

0931-6116116
0931-6116662
0971-8257511
0951-8688758
0991-5515178
0991-8110001
0991-8110059
0991-8110079
0991-8110029

我行无偿为社会公众办理小面额人民币兑换业务，社会公众可根据合理需要
的原则到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小面额现金兑换，也可通过柜台预约或网点电话预约
办理。
我行服务及投诉电话：95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