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花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出国中心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奥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市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八里庄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碑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十里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红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信大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橡树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宝盛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山壹号院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门头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枫丹壹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银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信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谊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纬支行

北京分行 100027
北京分行

运营管理部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
座14层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运营管理部运营

操作中心票据运营室
010-65558998

天津分行
天津分行

运营管理部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62增5号和大沽北
路2号3到8层、11层中信银行天津分行运营

管理部账务中心
300020 022-2302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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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东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广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黄河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鞍山西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塘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京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梅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东马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全运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富力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谈固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设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红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粮河北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集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裕华东路支行

天津分行
天津分行

运营管理部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62增5号和大沽北
路2号3到8层、11层中信银行天津分行运营

管理部账务中心
300020 022-23028970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分行
运营管理部

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10号中信银行石家
庄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50000 0311-8788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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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东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广安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塔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翟营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丰收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槐安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维明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胜利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谈固东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裕华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藁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体育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大营盘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高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长治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长风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学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新建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文兴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南内环西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和平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建设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千峰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清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小店支行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分行
运营管理部

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10号中信银行石家
庄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50000 0311-87884415

030000太原分行
太原分行

运营管理部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65号31幢第1-
17层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

心
0351-773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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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兴安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影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哲里木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东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汇商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大学东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乌兰察布西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意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腾飞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海拉尔东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南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皇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振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苏家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广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南塔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崇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陵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北陵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长白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胜利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世界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恒达支行

沈阳分行
沈阳分行

运营管理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336号中信银行

沈阳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10000

024-31510154110014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分行
运营管理部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如意和大街金泰中
心商业北区西侧B座写字楼8-17层及商业区
配楼1层部分及2、3层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

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471-666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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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商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黄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西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旅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安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三八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一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幸福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华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辛寨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红旗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临河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景阳大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迅驰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三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哈西支行

116000

0431-81910102130000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

运营管理部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9号2楼中信银

行大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411-82821868-

8253

长春分行
长春市朝阳区建工南路718号中信银行长春

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长春分行

运营管理部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分行
运营管理部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36号2楼中信银
行哈尔滨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150090  0451-55558275 

第 5 页，共 21 页



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丽江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大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和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群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动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和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呼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周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家汇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瑞虹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宛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昌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川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商务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方商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浦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自贸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上海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月牙湖支行

哈尔滨分行
运营管理部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36号2楼中信银
行哈尔滨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150090 0451-55558275

210000 025-83799241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

运营管理部

南京分行
南京分行

运营管理部
南京市中山路348号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运营

管理部账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138号2楼中信银
行上海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21-20269161200126

哈尔滨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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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苏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龙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王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百家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和燕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雨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湖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账务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解放东路9
号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10000 0571-86678730

南京分行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6号金
融港商务中心西楼中信银行苏州分行运营

管理部账务中心

南京分行
运营管理部

南京市中山路348号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运营
管理部账务中心

0512-68231352215000

210000 025-8379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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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省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四季青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创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春湾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江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象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丽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奉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东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城南支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运营管理部
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36号3楼中信银行宁波

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15010 0574-83873616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账务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解放东路9
号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10000 0571-8667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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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杭州湾新区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溪口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石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小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蒙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长江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桐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湖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马鞍山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财富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西环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开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榕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乌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华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左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古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仓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六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福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融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福州分行
福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观风亭街6号“恒力金
融中心”第1-5层、第16-25层中信银行福

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50001 0591-87526341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运营管理部
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36号3楼中信银行宁波

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15010 0574-83873616

合肥分行
运营管理部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396号中信银
行合肥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551-62898165230001合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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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罗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江滨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连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乐金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牛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王庄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清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东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晋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石狮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南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惠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洛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芗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台商投资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漳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古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龙文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涵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仙游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南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东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营业部

福州分行
福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观风亭街6号“恒力金
融中心”第1-5层、第16-25层中信银行福

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50001 0591-8752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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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新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九龙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嘉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民德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阳明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江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北京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槐荫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十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耕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解放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英雄山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泉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阳光新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明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燕山支行

福州分行
福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观风亭街6号“恒力金
融中心”第1-5层、第16-25层中信银行福

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350001 0591-87526341

济南分行
济南分行

运营管理部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150号中信广场中信

银行济南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250011 0531-85180534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

运营管理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
地中央广场D3号楼12层中信银行南昌分行

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34号201单元中信
银行厦门分行运营管理部操作室

0592-2216793361000

南昌分行
南昌分行

运营管理部
0791-86660100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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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二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莱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绍兴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劲松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崂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胶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人民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延安三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贵州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新都心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宁夏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麦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奥帆中心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高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紫金山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杭州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莱西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明路支行

济南分行
济南分行

运营管理部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150号中信广场中信

银行济南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250011 0531-85180534

郑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1号中信
银行郑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450046 0371-55588304

青岛分行

郑州分行

青岛分行
运营管理部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22号中信银行青岛
分行运营管理部账户管理室

0532-850229592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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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润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紫荆山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蓝堡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现代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海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南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京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总部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祥盛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东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建设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开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康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普罗旺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夏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滨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积玉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后湖支行

郑州分行
郑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1号中信

银行郑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450046 0371-55588304

武汉分行
武汉分行

运营管理部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47号7楼中信银行

武汉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430000 027-8535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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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南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三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张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大冶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天津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三一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旗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先锋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晚报大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万芙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浏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银杉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福元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香樟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金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建设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醴陵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新华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常胜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耒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营业部

武汉分行
武汉分行

运营管理部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47号7楼中信银行

武汉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430000 027-85355093

长沙分行
长沙分行

运营管理部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500号北辰时
代广场A1区2楼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运营管理

部账务中心
410005 0731-8458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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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雨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九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易俗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宁乡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劳动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书院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麓谷科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贺龙体育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袁家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望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通海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酒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国际大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滨江东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长沙分行
长沙分行

运营管理部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500号北辰时
代广场A1区2楼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运营管理

部账务中心
410005 0731-84582051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54楼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户管理室

510613 020-3891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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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高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宝岗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城国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国防大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琶洲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桥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万博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凤凰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挂绿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江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乡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山大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口岸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54楼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户管理室

510613 020-38911452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运营管理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3号5楼
502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518000 0755-2395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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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笋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软件基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鹏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港中大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留仙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桃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东葛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星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凤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云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五象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佛子岭路支行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

运营管理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3号5楼
502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518000 0755-23953767

南宁分行
南宁分行

运营管理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36-1
号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530021 0771-611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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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朝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广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蓝天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垦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昆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玉沙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冉家坝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峡广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杨家坪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城天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万象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升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城根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红星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设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迎宾大道支行

南宁分行
南宁分行

运营管理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36-1
号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530021 0771-6115967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

运营管理部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
斯大厦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运营管理部资产

中心
610041 028-65338678

重庆分行
重庆分行

运营管理部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5号中信银行重

庆分行运营管理部资产中心
400023 023-63107704

570125海口分行
海口分行

运营管理部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
（一至三层）中信银行海口分行运营管理

部账务中心
0898-6857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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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飞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宝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瑞金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黔灵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护国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公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乌当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鸿通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新华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高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武成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龙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自贸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新螺蛳湾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兴苑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广福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世博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科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世纪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北京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二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南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电子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劳动路支行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

运营管理部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
斯大厦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运营管理部资产

中心
610041 028-65338678

西安分行
西安分行

运营管理部
西安市碑林区朱雀路中段1号11层中信银行

西安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710068 029-89320355

贵阳分行
贵阳分行

运营管理部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州金融
城BL区北二塔中信银行贵阳分行运营管理

部账务中心
0851-82599783550081

650021

拉萨分行

昆明分行
昆明分行

运营管理部

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延长线448号华尔顿大
厦裙楼中信银行昆明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

中心
0871-65235153

拉萨分行
运营管理部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22号中信银行拉
萨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850000 0891-659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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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丰庆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兴庆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含光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沣镐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科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明德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乐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沣惠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融鑫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稍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都花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咸宁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太白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北关正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朱雀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寨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公园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仓程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肤施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文化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酒泉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武都路支行

西安分行
西安分行

运营管理部
西安市碑林区朱雀路中段1号11层中信银行

西安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710068 029-89320355

兰州分行
兰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9号3楼中信

银行兰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730000 0931-88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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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称 客户开户机构名称 回函机构 回函地址 邮政编码 回函电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七里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高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渭源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定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火车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秦安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站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安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夏都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五四西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海湖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民族南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民族北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凤凰北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悦海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星光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宝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治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太原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河北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常州街支行

兰州分行
兰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9号3楼中信

银行兰州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730000 0931-8890623

温馨提示：
1.集中模式下，分行函证业务联系人为分行函证业务经办/复核岗位人员，客户可于相关分行对公业务对外营业时间内拔打联系电话进行函证业务咨询（相关分行
对公业务对外营业时间，可拨打我行24小时服务热线95558咨询）。
2.客户如有其他非函证业务需要咨询的，请拔打我行24小时服务热线95558咨询。
3.不在上述集中收函、回函范围的机构，目前继续以营业机构（支行）为单位进行收函及回函处理，其联系方式及联系地址，请拨打我行24小时服务热线95558咨
询。

830002

西宁分行
西宁分行

运营管理部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东交通巷1号中

信银行西宁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971-8812715810000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分行
运营管理部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10楼
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

心

0991-2365848

750004银川分行
银川分行

运营管理部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60号、宁夏马斯特
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凯宾斯基饭店裙楼四层
中信银行银川分行运营管理部账务中心

0951-765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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