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企业自助查询网点信息 

 

省份 城市 网点 地址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政务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红星路 79号 

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滨海中心支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东路 59号 

重庆 

重庆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重庆营

业管理部政务服务大厅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56号 

重庆 
中国人民银行永川中心支行征

信便民服务窗口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大道 99号 

重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重庆璧山支

行金剑支行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太阳堡行

政服务中心 

重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重庆云阳支

行 

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迎宾大道 

行政大厅 

江苏 

南京 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65 号 

苏州 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 251 号苏州

城市生活广场 A座 2楼 

无锡 无锡市政务服务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观山路 199号 12 号

楼一楼大厅 

南通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南通市工农路 156 号 

镇江 中国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 

镇江市润州区中山西路 112 号（中

国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附属

楼一楼大厅） 

宿迁 中国人民银行宿迁市中心支行 
宿迁市洪泽路 899 号便民方舟 2

号楼 1楼 

山东 

济南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 

管理部征信查询大厅 

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兴业银行 

大厦 3楼 

济南 
中国人民银行章丘支行征信 

查询大厅 
济南市章丘区明水山泉路 1758 号 

济南 中国银行长清支行 济南市长清区经十西路 16299 号 

济南 中国建设银行经七路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386号 

济南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济南市市中区泺源大街 150 号 

中信广场 1楼 

济南 中国民生银行建设路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 93号 



山东 

济南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

金谷兴业银行大厦 1楼 

济南 齐鲁银行洛口支行 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87-1号 

济南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1890 号 

淄博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中心支行征

信查询大厅 
淄博市张店区心环东路 8号 

烟台 
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大厅 
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 69号 

潍坊 
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大厅 
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 1330 号 

临沂 
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大厅 
临沂市北城新区上海路 23号 

青岛 中国人民银行黄岛支行 
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 53号人民银

行黄岛支行 

青岛 中国工商银行市民中心支行 
青岛市市南区福州路 17号（青岛

市民中心） 

青岛 华夏银行城阳支行 
青岛市城阳区正阳中路 196-1 号

华夏银行城阳支行 

广东 

广州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征信 

服务大厅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193 号 

从化 中国人民银行从化支行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道开源路 31

号 

珠海 中国人民银行珠海支行 珠海市香洲区文洋路 63号 

中山 中国人民银行中山支行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 16号 

肇庆 中国人民银行肇庆支行 肇庆市端州区建设 2路 86号 

湛江 中国人民银行湛江支行 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43 号 

增城 中国人民银行增城支行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西路 12

号 

云浮 中国人民银行云浮支行 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中路 69号 

阳江 中国人民银行阳东支行 阳江市阳东区东风三路 178 号 

韶关 中国人民银行韶关支行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 48号 

汕尾 中国人民银行汕尾支行 
汕尾市城区汕尾大道中段人民银

行大楼 2楼 

汕头 中国人民银行汕头支行 
汕头市龙湖区长江路 5 号人民银

行办公大楼 

清远 中国人民银行清远支行 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路 32号 



梅州 中国人民银行梅州支行 梅州市梅江区梅江二路 56号 

茂名 中国人民银行茂名支行 茂名市油城六路 40号院 

江门 中国人民银行江门支行 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二路 12号 

惠州 中国人民银行惠州支行 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 38号 

河源 中国人民银行河源支行 
河源市源城区文明路 13号人民 

银行 

佛山 中国人民银行佛山中支 佛山市汾江中路 128 号 

佛山 中国人民银行顺德支行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鉴海北路 

382号 

佛山 中国人民银行南海支行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 70号 

东莞 中国人民银行东莞支行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 111号众创 

金融街 2号楼 

揭阳 中国人民银行揭阳支行 
揭阳市榕城区建阳路南玉福街 1

号 

潮州 中国人民银行潮州支行 潮州市湘桥区新洋路 523号 

陕西 

西安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营业管理部 

征信服务大厅 
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88号 

西安 
中国人民银行长安区支行征信 

大厅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青年街 20号 

西安 浦发银行雁塔政务服务中心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正街与双桥一

巷十字向西 100米路南 

宝鸡 
中国人民银行宝鸡中心支行 

征信服务中心 
宝鸡市火炬路 6路中房和园 

咸阳 中国人民银咸阳中心支行大厅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 85号 

咸阳 泾河新城政务服务中心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产业孵化中心

南门 5号楼一层 

榆林 中国人民银榆林中心支行大厅 
榆林市榆阳区钟楼巷 

28号 

榆林 榆林市政务服务大厅 

 

榆林市榆阳区文化南路市民大厦 

一楼 

渭南 
中国人民银行渭南中心支行 

大厅 
渭南市临渭区杜化路 6号 

延安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中心支行 

大厅 

 

延安市宝塔区圣地路 

448号 



山西 

太原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山西省

分中心征信大厅 
太原市鼓楼街 74号 

忻州 
中国人民银行忻州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大厅 

忻州市忻府区和平中街 4 号征信

查询中心（市委宿舍对面） 

内蒙

古 

呼和

浩特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

行征信大厅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2号 

鄂尔 

多斯 

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中心支

行征信大厅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西街

35号 

赤峰 
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

征信大厅 
赤峰市红山区钢铁大街 132 号 

呼伦 

贝尔 

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中心

支行征信大厅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满洲里路

146号 

包头 
中国人民银行包头市郊区支行

征信大厅 
包头市九原区沙河街 29号 

通辽 
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中心支行

征信大厅 
通辽市科尔沁区建国路 715 号 

 

 

 

 

安徽 

合肥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安徽省

分中心征信大厅 
合肥市包河区洞庭湖路 3366 号 

黄山 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中心支行 黄山市屯溪区长干东路 118 号 

马鞍

山 

中国人民银行马鞍山市中心 

支行 

马鞍山市雨山区银塘镇西路 500

号 

滁州 中国人民银行滁州市中心支行 滁州市南谯区清流东路 446 号 

巢湖 中国人民银行巢湖市中心支行 
合肥市巢湖市半汤路与长江中路

交汇处东北 100米 

六安 中国人民银行六安市中心支行 六安市人民路 73号 

淮北 中国人民银行淮北市中心支行 淮北市相山区濉溪北路 103 号 

宣城 中国人民银行宣城市中心支行 宣城市宣城区陵西路 92号 

阜阳 中国人民银行阜阳市中心支行 阜阳市颖准大道 236 号 

蚌埠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中心支行 凤阳西路 259 号 

宿州 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中心支行 
宿州市埇桥区淮海中路 

122号 

亳州 中国人民银行亳州市中心支行 亳州市魏武大道 619 号 

池州 中国人民银行池州市中心支行 池州市东湖路 199 号 

安庆 中国人民银行安庆市中心支行 安庆市龙山路 168 号 



 

 

 

 

 

 

江西 

南昌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征信服务大厅 
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 235号 

南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新建支行 

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 399 号天一

城 5号楼 1楼大厅 

吉安 江西银行吉安庐陵支行 
吉安市吉安县江西银行吉安庐陵

支行营业大厅 

吉安 江西永新农村商业银行 
吉安市永新县将军大道湘赣国际

商贸城 E1栋 

吉安 江西银行吉安峡江支行 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群玉路 26号 

吉安 九江银行吉安分行 
吉安市吉安县君山大道井开区金

融产业园大厅 

上饶 广丰广信村镇银行 
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光明路 17

号 

湖南 

长沙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中心支行 

征信大厅 
长沙市蔡锷中路 2号 

常德 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支 常德市武陵区朗州路 666号 

郴州 
中国人民银行郴州市中心支行 

征信大厅 
郴州市苏仙南路 36号 0202 房 

衡阳 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中心支行 衡阳市蒸湘区常胜西路 10号 

怀化 中国人民银行怀化市中心支行 怀化市迎丰中路 658 号 607 室 

娄底 
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市中中心支

行 
娄底市月唐街 71号 305办公室 

邵阳 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支行 邵阳市大祥区西湖路 606号 

湘潭 中国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 湘潭市西湖区建设北路 298 号 

湘西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 吉首市光明西路 15号 

益阳 中国人民银行益阳市中心支行 益阳市康富南路 303 号 

永州 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 永州市零陵区南津南路 311 号 

岳阳 中国人民银行岳阳市中心支行 岳阳市岳阳楼区云梦路 218 号 

张家

界 
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支行 张家界市子午西路 

株洲 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 
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11 号 108、

109办公室 

广西 

南宁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征

信查询服务大厅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桃源 39号 

防城

港 

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

行征信查询大厅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兴港大道

131号 



桂林 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七星路 28号 

北海 
中国人民银行北海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服务大厅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四川南路 93号 

钦州 
中国人民银行钦州市中心支行

征信服务大厅 
广西钦州市文峰北路 6号 

玉林 
中国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服务厅 
广西玉林市人民东路 574号 

柳州 
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服务大厅 
广西柳州市解放北路 47号 

梧州 
中国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大厅 
广西梧州市新兴一路 43号 

百色 
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

征信查询服务大厅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中山二路 25号 

贵港 
中国人民银行贵港市中心支行

一楼大厅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金港大道 840

号 

海南 

海口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海南 

分中心征信柜台 
海口市滨海大道 83号琼泰大厦 

海口 
中国人民银行琼山支行征信柜

台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 69号 

海口 
海口联社江东新区信用社营业

大厅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开发

区兴洋大道 183号开维生态城 

三亚 
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

征信柜台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6

号 

儋州 
中国人民银行儋州市中心支行

征信柜台 

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军屯园地路 35

号 

贵州 

贵阳 贵州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明区遵义路 65号 

遵义 遵义市政府服务中心 
遵义市新浦新区播州大道天鹅湖

公园东南侧遵义市场服务中心 

毕节 毕节市政府服务中心 毕节市七星关区文博路 88号 

凯里 黔东南州政府服务中心 凯里市凯开大道 26号 

云南 昆明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威远街 113

号 

西藏 拉萨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行

政服务大厅 
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 36号 



 

 

 

 

 

 

 

 

宁夏 

银川 
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营

业部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215号 

固原 中国人民银行固原市中心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新区八一

路 

灵武 中国人民银行灵武市中心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东门西平

街 

平罗 中国人民银行平罗县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东路

82号 

青铜

峡 

中国人民银行青铜峡市中心 

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古峡西

街 5号 

石嘴

山 

中国人民银行石嘴山市中心 

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口区

朝阳东街 180 号 

同心 中国人民银行同心县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豫海北街

29号 

吴忠 中国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古

城路 73号 

盐县 中国人民银行盐池县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盐州南路

50号 

中卫 中国人民银行中卫市中心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新区丰安

东路 3号 

中宁 中宁青银村镇银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新南街

139号 

新疆 

乌鲁

木齐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 

支行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395号人民银行综合服务大厅 

昌吉 中国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 
新疆昌吉市北京南路 17号中国人

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 

库尔

勒 

中国人民银行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中心支行 
新疆库尔勒市石化大道 21号 

伊宁 中国人民银行伊犁州中心支行 
新疆省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辽宁

路 85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