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分支行名称 网点名称
网点所属
行政区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1 总行营业部 华夏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号信合大厦首 22389013
2 天河支行 龙口西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335号首层 38478868
3 天河支行 翠竹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直街68号 87032988

4 天河支行 凤凰苑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安路凤凰苑首层B101
、B102、B103

87584602

5 天河支行 天河公园分理处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上社第二工业区2号南侧1号 85570223
6 天河支行 棠东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793号 85553835
7 天河支行 珠村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珠村内 32234548
8 天河支行 小新塘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新塘村内 82374905
9 天河支行 长湴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长湴村内 87748946

10 天河支行
中山大道中分理

处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152-178号高地大厦
首层自编6-9号铺

82529837

11 天河支行 软件园分理处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1号D栋一层东侧105室 38342554
12 天河支行 黄埔大道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286号 38680359
13 天河支行 冼村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中海璟晖华庭1层117号房 38015746
14 天河支行 珠江新城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8号恒大中心首层 37855409
15 天河支行 体育西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9号高盛大厦首层 38792140
16 天河支行 越秀支行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梅东路60号首层 87619149
17 白云支行 棠景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466号 36601741
18 空港经济区支 空港经济区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江人三路1253号 86451956

19 荔湾支行 凰岗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凰岗村107国道侧凤凰大
道1号首层之二

36595270

20 荔湾支行 金沙洲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环洲三路金域蓝湾二期
19-26号商铺

81603706

21 荔湾支行 罗冲围支行 广州市白云区螺涌村螺涌正街3号首层 81982655
22 荔湾支行 芳村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89号芳村金融大厦首 81615619
23 荔湾支行 茶滘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花蕾路28号首层之2 81592194
24 荔湾支行 东塱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环翠北路1号之a01铺 81415426
25 荔湾支行 海南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增南路赤岗路口商住楼1-7号至 81506004
26 荔湾支行 山村分理处 广州市荔湾区山村龙湾路2号之一 81892184
27 荔湾支行 河沙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河沙村福源路6号 81763261
28 荔湾支行 周门支行 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38号协晟大厦首层 81032084
29 海珠支行 联星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173号 84413546
30 海珠支行 小港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万寿北路万联街5号、7号102房 34002258
31 海珠支行 瑞宝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聚源新街2号自编之1 34430240
32 海珠支行 三滘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375号 34271438
33 海珠支行 江燕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58号商铺 34357480
34 海珠支行 鹭江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鹭江西街1号首层 84194773
35 海珠支行 赤岗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452号首层102号铺 84297606
36 海珠支行 北山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北山大街3号首层 34088885
37 海珠支行 土华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土华村华洲路189号 34081869
38 海珠支行 凤浦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黄埔村村口3号之一至 89015109
39 海珠支行 海珠湖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中路173号 34414902
40 海珠支行 江南西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紫山大街34号103 84414967
41 海珠支行 广州大道南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859号101房 28620220

42 海珠支行 晓港湾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江晓路27-31号首层101、102、
103、104铺

84066557

43 海珠支行 逸景翠园支行 广州市海珠区华盛南路196号101房、198号101 6227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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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番禺支行 禺山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禺山大道106-108号 84821704
45 番禺支行 市桥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市广路4号 84803310
46 番禺支行 石楼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港路5号 84864055
47 番禺支行 石基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荔新大道10号 84851868
48 番禺支行 南城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南城路343号12座105-107 34628431
49 番禺支行 沙湾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中华大道306号 84731856
50 番禺支行 清河东路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239号 34619856
51 番禺支行 捷进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捷进中路39号 39992353
52 番禺支行 东晟明珠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东兴路426、428号 39300335
53 番禺支行 东怡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东豪路1号 34613244

54 华南新城支行 永成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塘西路口永成大酒店西侧
首层

34693600
34693601

55 华南新城支行 南村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新路北段964号 84766828
56 华南新城支行 石壁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谢石公路99号B101 84771305
57 华南新城支行 化龙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源路146号 84755332
58 华南新城支行 大石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朝阳西路72号 84784682
59 华南新城支行 钟村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灵北路3号 84771307
60 华南新城支行 新造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兴华路20号 84728932
61 南沙支行 大岗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人民路197号 84936427
62 南沙支行 东湖洲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傍雁路817、819号铺 34868427
63 南沙支行 东涌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吉祥路2号 84905449
64 南沙支行 鱼窝头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鱼窝头大道6号首层 34912686
65 南沙支行 雁沙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广珠路120号 34930630
66 南沙支行 榄核支行 广州市番禺区榄核镇镇南路17号 84929765
67 南沙支行 南沙横沥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中环路10号首层 84962348
68 南沙支行 潭洲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潭洲民生路1号 84993873
69 南沙支行 金洲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华汇国际广场1-04、1-05商铺 31153155
70 南沙支行 万顷沙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新兴路56号 84946410
71 南沙支行 麒康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麒龙东路30号101、201房 34973200
72 南沙支行 灵山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环城北路16号 84936267
73 南沙支行 南沙大岭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镇珠江西路2号 84987412
74 南沙支行 十四冲支行 广州市南沙区新垦镇新垦商业街1-2号 84951177
75 黄埔支行 开创大道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1932号 32204845
76 黄埔支行 丰乐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138号 82381898
77 黄埔支行 镇龙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镇龙镇镇龙大道83号 82876092
78 黄埔支行 萝岗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朗路3号 82081957
79 黄埔支行 火村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火村北路岗荔街6号 82071909
80 黄埔支行 南岗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路1号 82231118
81 黄埔支行 文冲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58号 82190670
82 黄埔支行 九佛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建设路29号 87488195
83 黄埔支行 黄陂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广汕路长安段13号 37272350
84 黄埔支行 茅岗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268号首层铺位 82365304
85 黄埔支行 永顺分理处 广州市黄埔区永和街新庄村甘竹桥头 82971284

86 黄埔支行 姬堂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丰乐北路姬堂加油站对面
（土名）黄泥丁

82392299

87 黄埔支行 科学城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2838号 32079906
88 黄埔支行 新港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872号 82232851
89 黄埔支行 联和分理处 广州市黄埔区天麓南路233号 87091061
90 黄埔支行 夏园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730号 82219978
91 黄埔支行 榕村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路东兴楼1号商铺 82239887
92 黄埔支行 岗嘴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金洲路728号 82205516
93 黄埔支行 笔岗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东区笔岗社区圣前大街5号1－4 3228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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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增城支行 荔乡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19号 82641722
95 增城支行 新塘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汇美新村公园街10号首层 82689012
96 增城支行 派潭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建设街2号 82821086
97 增城支行 中福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大田村中福路1号 32969121
98 增城支行 永和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娄园村上中屋（高岗段） 82974873

99 增城支行 公平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荔新公路沙埔路段增城牛
仔服装面辅料商贸城B座

32922621

100 增城支行 仙村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仙村一马路29号 82932508
101 增城支行 石滩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立新中路81号 82923490
102 花都支行 公益路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公益路21号 36911139
103 花都支行 新华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商业大道110号 36811172
104 花都支行 紫薇路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兰花路5号之二十至二十五号商 86894744
105 花都支行 华侨花园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公益路2号 86977411
106 花都支行 华益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146号 86896240
107 花都支行 推广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车站旁 86768086
108 花都支行 合成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大道西123号 86845724
109 花都支行 炭步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南街路86号 86742639
110 花都支行 鸿图支行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富华路20号 86941622

111 从化支行 欣荣宏分理处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从城大道111-113号欣荣
宏国际商贸城a区b栋首层131号

87928082

112 从化支行 建设路分理处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建设路51号5 87936213
113 从化支行 河滨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北路102号 87957130
114 从化支行 城南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城南北路107号 87962555
115 从化支行 太平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大同路2号 87811040
116 从化支行 新港湾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港湾路18号14-15幢103 879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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