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银行）是经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

立的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也是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执守服务实体本源，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福田中心北区

业务总部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 号

中银大厦 A座 24 楼
主办：刘嘉耀

0755-83660912

13570809027

福田中心北区

业务总部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 号

中银大厦 A座 24 楼
总监：张勇

0755-83509092

13590168169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全国首批由副省级以上城市农村信用社

改制组建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也是深圳市唯一的本土地方性法人银行。目前已逐步发展成为以近 200

家营业网点、2000 多台自助服务设备为基础，网络银行、移动银行等线上服务渠道发达、完备，为深圳 24

万中小企业客户和 1800 万个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化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固定电话

总行营业部 罗湖区深南东路 3038 号合作金融大厦 王经理 25473829

罗湖支行 罗湖区红岭中路 2068 号中深国际大厦首层 邱经理 83690320

车公庙支行 福田区沙头街道绿景广场 C座 2层 毛经理 83874968

福田支行 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卓越世纪中心 1号楼 杨经理 83526313

上步支行 福田区福华路福侨花园 A座 1-3 层 方经理 82974416

南山支行 南山区创业路 3022 号 谢经理 26640835

宝安支行 宝安区新安街道建安一路 29 号 梁经理 23704193

西乡支行 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民二路 58 号 崔经理 27933692

福永支行 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 13 号 罗经理 27390457

沙井支行 宝安区沙井街道万安路 1号 魏经理 21507626

龙华支行 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 1003 号 甘经理 28192132

布吉支行 龙岗区布吉街道吉政路 21 号 石经理 85221663

坂田支行 龙岗区坂田坂雪岗大道 3012 号 米经理 28260641

横岗支行 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六约路 69 号 陈经理 28860231

平湖支行 龙岗区平湖街道守珍街 138 号 林经理 28846929

松岗支行 宝安区松岗街道松白路 7035 号 樊经理 27716000

公明支行 光明区公明街道望盛路 8号 申经理 27106819

石岩支行 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东路 409 号 耿经理 27353448

观澜支行 龙华区观湖街道观澜大道 178 号 徐经理 28031051

龙城支行 龙岗区爱联社区如意路龙城华府 4号楼 黄经理 89987162

龙岗支行 龙岗区龙城街道中心城龙城建设路 26 号 胡经理 84833258

坪地支行 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3017 号 公经理 84051521

坪山支行 坪山区坪山街道坪山大道 5006 号 李经理 84600448

大鹏支行 大鹏新区大鹏街道中山路商业楼 2号楼 徐经理 84402961

光明支行 光明区光明街道公园路东侧、华夏路南侧和润家园第 4栋 叶经理 29099305

盐田支行 盐田区盐田街道北山道 40 号蔚蓝假日雅苑一二层 吴经理 25164410

燕罗支行 宝安区松岗街道燕川社区燕罗公路 190 号 文经理 27081007

普惠金融部

中心名称 地址 联系人 固定电话

中部营销中心 龙岗区布吉街道吉政路 21 号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二楼 颜经理 82374250

西部营销中心 宝安区沙井街道安郎路 1号农商行沙井支行大楼 6层 曾经理 21507021

东部营销中心 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 26 号深圳农商行龙岗支行十楼 刘经理 28832996

龙华营销中心 宝安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 1003 号八楼 钟经理 28186984

科技园营销中心 南山区科华路 3号讯美科技广场 1号楼一楼 蔡经理 27783131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广东南粤银行前身为湛江市商业银行，成立于 1998 年 1 月，是广东本土极

具活力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评级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系

统中最高监管评级的“二类行”。目前除湛江总部外，已开设了广州、深圳、重

庆、长沙、佛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揭阳等十几家异地分行。

深圳分行于 2010 年 3 月成立，地处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海德三道天

利中央商务广场。目前有员工 250 多人，设立营业网点十家，分别是分行营业部、

龙岗支行、福田支行、罗湖支行、龙华支行、宝安支行、景田支行、益田支行、

沙河支行、沙井支行。深圳分行自进驻深圳以来，致力于服务中小、微小企业，

大力开展特色经营业务，拥有多年与本地政府、各类协会平台合作经验，开发出

了多款独具特色、备受客户与合作伙伴赞誉的产品，如科技金融贷款、碳资产质

押贷款，多次荣获南山区金融创新奖项。在政府采购订单融资业务方面，深圳分

行已先行先试，在政府采购订单融资领域已拥有完整的产品方案，积累了一定的

业务经验。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战略客户部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名

城 B座 2楼
陈先生 18824664366

战略客户部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名

城 B座 2楼
刘小姐 13925236211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招商银行 1987 年成立于深圳，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市场导向、创新驱动，走出了

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中一家特色鲜明、结构健康、品牌响亮、估值

最高的商业银行。截至 2019 年末，招行资产总额 7.42 万亿元，增幅 9.95%；营业收入

2697.5 亿元，增幅 8.53%；净利润 928.67 亿元，增幅 15.28%。招行始终坚持“因您而

变”的经营服务理念，品牌知名度日益提升,按一级资本在 2019 年排名第 19 位，已跻

身全球银行品牌价值 500 强榜单第 9位，连续 8年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市净

率、市盈率稳居上市银行前列，总市值已位居全球银行业前 10 位。1994 年招商银行成

立了深圳管理部，并于 2005 年正式将其更名为深圳分行。截至 2019 年末，深圳分行共

设有 105 家营业网点，服务的深圳本地公司客户超过 22.3 万家，占深圳企业数量的 11%；

人民币自营存款日均余额 5458 亿元，在本地同业均排名第二；人民币信贷余额 3768 亿

元，系统内稳居第一；当年实现营业净收入 221.7 亿元，在系统内排名第二；成为招商

银行系统内的规模大行、效益大行和创新大行。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小企业金融部产品室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6 号

招商银行分行大厦
张薇 18718691557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分行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6 号

招商银行分行大厦
游成 13510075047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罗湖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外贸轻工

大厦二楼
詹佳 13418458874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福田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南光大厦

首层招商银行福田支行
汤晋玮 15107552231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南山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9 号海

岸大厦西座 26 楼
陈杨 15899764496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蛇口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创维

半导体大厦东座招商银行
张星宇 18814220906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宝安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兴科一

路招商银行云城支行
徐晓丹 15099935086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龙岗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9009 号

珠江广场招商银行
王泽鹏 13691676937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龙华公司金融客户部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路壹城环智

中心 10 楼
温婷婷 15012773139





华夏银行 1992 年在北京成立，2003 年上市，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银行。2019

年末总资产 3.02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2.73%，实现营业收入 618.79 亿元，同

比增长 22.23%；资产质量保持优良水平。在 2019 年 7 月英国《银行家》全球 1000

家银行排名中，华夏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全球第 56 位、按资产规模排名全球第

67 位，分别较上一年度提升 9位和 3位。在美国《福布斯》杂志 2019 年全球上

市公司 2000 强榜单中，华夏银行排名第 265 位，较上一年度提升 24 位。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1998 年 3 月，是华夏银行重点发展分行，规模、

效益、质量等各项业绩在系统内长期排名靠前。目前在深圳市设有 38 家营业网

点，1家信用卡中心，并在前海设立 1家二级分行，营业网点已全面覆盖深圳主

要行政区域，员工总数 1300 多人，坚持“三个保持发扬”“五个持续深化”“七

个结构平衡”的经营理念，努力实现“系统内高质量快速发展的排头兵、同业内

高水平经营的佼佼者、社会上高层次贡献的重要力量”的发展目标，持续保持高

质量快速发展，各项经营业绩快速增长，全力支持深圳社会企业发展。截至 2019

年末，总资产达到 1300 多亿，全年信贷投放超 800 亿，贷款增速达到 26%；近

三年，在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项目及实体济发展等领域，累计投放贷款

近 2300 亿元，一般性存款规模达到 1100 亿，存款增速 30.2%，在系统内和深圳

同业中排名第一；先后荣获中国银行业“十佳分行奖”（综合奖）、深圳银行业“最

具社会责任奖”、“深圳百万市民最喜爱银行”等荣誉。

华夏银行深圳蔡屋围支行，该支行成立于 2011 年 3 月，为一级支行，在华

夏银行系统内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营销优胜单位”等。该支行专门成立了

设立“财政业务专柜”，具体负责对财政单位、预算单位的柜面“一站式”服务，

包括账户管理、会计核算、资金清算、凭证报表打印等，确保各项制度和服务措

施的实施；同时成立专业化的财政集中收付“客户经理服务小组”，负责对财政

部门、预算单位提供包括上门服务、单证传递、信息反馈、融资需求等服务；还

设立了订单融资专属服务团队，负责对接政府采购订单融资业务，设立业务办理

窗口、放款窗口。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蔡屋围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五街京基

一百裙楼
王海虹 15986668816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为省级分行。自 2006 年税前利润、一般性存款、

各项贷款等主要指标全面跃居四行第一后，近十余年来深圳建行一直牢牢占据深

圳银行业的领先地位，有力支持了特区经济发展及社会民生建设，受到同业及客

户的广泛认可。截至 2019 年末，深圳建行全口径存款日均及新增，一般性存款

日均及新增，对公存款日均，储蓄存款日均新增，同业存款日均及新增，资产总

量，各项贷款余额等 30 项余主要指标均为四行第一。建设银行作为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有义务、有能力，更有强烈意愿参与政府组建专业化、一站式的金融科技

平台，依托我行强大的科技力量、核心的网络、核心网络设备及，结合客户自身

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

深圳建行拥有国库集中支付、财税库银、公积金、非税、公务卡、国地税代

扣等多项政府代理业务资格。深圳建行与深圳市政府及龙华、福田、罗湖、南山、

宝安、盐田等多个区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业务合作全面，合作关系密切。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红荔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擎天华庭首层 龙君 13924628704

红荔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擎天华庭首层 陈真文 15999503996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深圳农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分行，从 1979 年成立以来，始终与特区共同成长，持

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已经发展成为信誉卓著、管理规

范、锐意创新、服务多元的现代大型商业银行，在深圳地区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优质的客户基础、卓越的品牌价值。

深圳农行始终致力于服务广大客户，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国内

外知名大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优质中小企业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交

通、能源、通信、外贸、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等行业给予全力支持。在扶

持小企业方面，农行深圳分行专门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小企业搭建了良好

的服务平台。农行深圳分行将持续不断地努力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广大金融消

费者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 号京基 100 大厦
梁燕 0755-22280130

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 号京基 100 大厦
刘潇 0755-22280182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1 日，属总行直接管辖的一级分

行。成立十二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人行、银监局等监管部门直接指导

下，深圳分行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快进步和长足发展，在民生金融、社区金融、智慧金融、

跨境金融、跨界金融、小微金融和服务深圳实体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已成为深圳金融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目前下设 1个分行，1个营业部，6 个一级支

行（罗湖区支行、福田区支行、华强北支行、南山区支行、宝安区支行、龙岗区支行），

68 个二级支行，73 个代理网点，总计 141 个网点，2800 台 ATM，服务 1500 万户个人客

户。2019 年 2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将邮储银行列入大型商业银行之列，6家大型商业

银行均达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第一档标准，普惠金融已深入邮储银行经营发展理念。

为更好的服务深圳市民，深圳分行 2013 年开办“金融夜市”；2014 年推出“信贷金

融夜市”服务，进一步延伸“金融夜市”的内涵；2015 年开办首家以服务老年客户为主

的“银发银行”特色支行和以为城市普通市民提供家庭理财服务的财富管理中心；2016

年成功开办电子银行体验区、智慧网点建设；2017 年分行成立十周年，成功与深圳市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持续改善客户体验为目标，高举普惠金融大旗，进一步丰富广

大市民的金融消费选择，为广大市民和企业提供便利、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各项工

作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2018 年“邮惠生活”APP 成功上线，零售科技金融全面升级，

线上粉丝突破百万人。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分

行小企业金融部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8 号深圳

信息枢纽大厦 42 楼
陈科星 1812885282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分

行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8 号深圳

信息枢纽大厦二楼
陈小彬 1892280388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前海分

行

深圳市南山区鲤鱼门街前海企

业公馆 7 栋 B
周晓东 1591411138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南

山区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南油大

道 2622 号粤海大厦一楼
李健 1363262769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福

田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六路

206 栋一楼
陈宇 1392521311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宝

安区支行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莱卡银

星酒店一楼
黄思鹏 1351069560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罗

湖区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40 号

邮政大厦二楼
郑江峰 1376024431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华

强北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西路现代之

窗大厦 B 座二楼
温蕾蕾 1359021188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龙

岗区支行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华路

92 号
蔡文杰 13613090020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中信银行于 1987 年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早成立的新兴商业银行之一，

是中国最早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融资的商业银行，并以屡创中国现代金融史上多

个第一而蜚声海内外。依托中信集团强大的平台优势，中信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

的浪潮中快速成长，已经成为具有强大综合竞争力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银行

深圳分行是中信银行最早设立的一级分行，成立于 1988 年 10 月。成立至今，中

信银行深圳分行积极发展各项业务，同时注重发展质量，坚持合规经营和可持续

发展，目前已有 48 家营业网点，遍布深圳市各主要商区，为广大客户提供全面

的银行服务。服务市民金融生活需要，助推深圳经济稳步发展。中信银行深圳分

行将秉承总行“建设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的愿景，继续大力配合深圳市政府

整体发展思路，积极、高效地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为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服务团队介绍

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8楼
方百胜 0755-25894526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8楼
张硕文 0755-83254374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中国光大银行成立于 1992 年 8 月，是经国务院批复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

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中国光大银行于 2010 年 8 月在上交所挂牌

上市、2013 年 12 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中国光大银行不断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通过加快产品、渠道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在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电子银行和信用卡业

务等方面培育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基本形成了各业务主线均衡发展、风险管理逐步

完善、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的经营格局。中国光大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2018 年发

布的“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名中，位列第 39 位，比上年提升 10 位。多年来，伴随

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国光大银行品牌形象和市场价值不断提升，在为广大

客户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已成为一家运作规

范、颇具影响力的上市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1993 年 11 月，立足中国改

革发展的前沿，植根特区这片沃土，26 年来，始终坚持“规模、效益、质量”并举的经

营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不断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目前已有 47 家分支机构。“献身建设，共享成就，服务特区，经济繁荣”是

光大人矢志不移的追求，体现了光大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保持与客户相互依赖、良好

沟通的诚挚姿态，在支持特区建设中，光大银行与政府部门、银行同业和社会各界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是值得信赖和合作的好伙

伴。2019 年 12 月深圳分行一般存款时点余额 1612 亿元，较年初增长 359 亿元，增幅达

28.6%。借助光大集团品牌优势及深圳市创新产业优势，深圳分行的对公、零售、战投

业务突出，获得业界一致好评。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福田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下沙京基滨河时代

广场 kkone 北区
何文宙 13632835161

深圳分行营业部支

行

深圳市福田区紫竹七道26号光大银行大厦

首层
崔琳 18820160569

深圳华强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07号国际科技大

厦 2 层
蔡闪 18688755021

深圳笋岗支行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2127号华通大厦首

层
程镇 18589019601

深圳宝中支行
深圳市宝安中心区N5区宏发领域花园4栋

一层商铺
陈华轩 18312333091

深圳龙岗支行
龙岗区中心城东方国际茶都东方明珠城 1

栋一楼中国光大银行龙岗支行
周汉明 18929379867

深圳光明新区支行 深圳市光明区河心南路高正豪景一层 吴笛 13428796289

深圳后海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中心路与工业八路交汇

处致远大厦首层
陈岭楠 13823102702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工行深圳市分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关注

品质，注重细节，以不断实现整体服务水平接力式提升为目标，着力为广大客户

提供渠道多、效率高、体验优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全心全意打造“您身边的银行”。

工行深圳市分行创新思路，致力助推经济发展，针对深圳重点项目，给予诸

多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优先配置金融资源，为深圳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响应深圳市的智慧城市建设与便民服务发展，率先在互联网平台、第三方支付、

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将我行金融服务融入城市公共服务和居民日常生活。

近年来，工行深圳市分行连续荣获“深圳市金融创新奖”和“总行产品创新奖”，

在深圳主流媒体组织的一系列评比中荣获“年度品牌影响力大奖”、“年度社会责

任奖”、“深圳金融名片”、“年度最佳银行大奖”、“年度最佳金融创新大奖”、“最

佳便民服务奖”、“最佳金融机构公关营销团队”等 11 项殊荣，品牌形象和公众

声誉持续提升，获奖数量和质量同业领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星河支行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

国际花园裙楼首层，配备专业的普惠金融服务团队，为深圳政府采购订单融资业

务工行指定办理支行。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分行普惠金融事

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大道 5055

号金融中心北座
刘晨 18588476258

深圳星河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民

田路交汇处星河国际花园裙

楼首层

温俊伟 18589090417

深圳星河支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民

田路交汇处星河国际花园裙

楼首层

肖杨 13058046281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深圳中行金融服务竞争优势

扎根特区 40 年， 是当时深圳设立的第一家金融机构，目前拥有 153 家营业

网点、800 多家自助银行、3000 多台自助设备和 6000 名员工，面向机构和个人

提供海内外一体化、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本外币存、贷款规模均超 5000 亿元，综合实力稳居主流银行前列。

外汇专业优势领先，国际贸易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多项业务指标连续多

年居同业首位，并作为深圳市银行外汇业务牵头行，参与政策和机制的制定。

服务实体经济，回馈社会和广大客户，连续多年获得“最值得信赖银行”、

“最具影响力金融机构”、 “最具社会责任大奖”、“年度最佳银行大奖”等

奖项。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市分行

交易银行部
罗湖区建设路 2022 号国际金融大厦 聂犇 22334205

深圳市分行

交易银行部
罗湖区建设路 2022 号国际金融大厦 张竣杰 22331295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 年，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商业银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发钞

行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曾荣获“中国最佳银

行”、“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中国十大诚信品牌”等多项殊荣。是《财富》

杂志世界 500 强企业。重组以来的交行用了 26 年时间里，已经发展成资产近万

亿美元，年盈利突破百亿美元的世界级大型银行。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1990 年 3 月 28 日，现对外营业的网点达 50 家，

遍布全市。目前总资产近 2000 亿元。实力进一步增强，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大

行地位日益显现。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以强大的经营实力、卓越的经营业绩、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赢得了市民的喜爱和认可，近年来先后获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年

深圳名片”、“最佳财富管理银行”、“最佳创新银行”等诸多荣誉。

近年来，交通银行深圳分行通过产品创新、渠道建设、平台搭建、资源倾斜

等措施，大力发展普惠中小微企业业务。经历 5年多的发展，分行中小微企业贷

款累计发放超过 650 亿元，目前余额超过 300 亿元，客户数量接近 6800 户。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张维 18938016039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孟祥鹏 13699756698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王丹娜 18925230973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袁磊 15920032130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高山 18923776411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殷敏 13418613186

分行普惠金融部

政府采购贷”直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交通银行大厦 14 楼
谭宇含 18565728369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深圳分行是平安银行最大的分行、平安集团深圳地区最大的经营机构。分行

坚持以“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战略为引领，在对公和零售两大战线，

灵活运用“专业为先、平台为王、协同为上、效率为本”四大战术，攻坚八大战

役，深化转型，实现了规模、效益、质量的协调发展。

公司业务方面，分行充分利用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平台，全面落实总行“对公做精”

的转型战略，并结合区域市场特点、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提升专业化、平台化和

综合金融服务，走精品公司银行之路，同时践行普惠金融，持续提升中小企业服

务能力。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分行普惠金融六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平安银行大厦 506
魏方斌 18200981949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是深圳地区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银行机构，于 1993 年

9 月开业运营，是深圳成立最早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广发银行深圳

分行积极参与并伴随着深圳特区 30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为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近年来我行经营稳健、机制灵活、业绩呈现逐年稳步增长的良好态

势。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华强支行 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首层 陈锦东 13631226044

宝安支行
宝安区 46 区海滨广场三期卡罗社

区首层
刘士奇 13434738817

高新支行
南山区科苑路 15 号科兴科学园

B 栋 G 层 38 号铺
程瀚哲 15818630995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东华兴银行”），是经国

务院有关部委批准，于 2011 年 8 月依法创新设立的一家混合所有制商业银行，

注册资本 80 亿元，注册地位于汕头经济特区。目前已在广州、深圳、佛山、东

莞、汕头、江门、珠海、惠州、中山设立 9 家一级分行。截至目前，全行资产规

模超 2000 亿元，净资产超 140 亿元。

广东华兴银行立足大湾区，普惠中小微，服务高净值客户，围绕“力创城市

精品 打造百年华兴”的愿景，坚持“高价值的银行 重合规的银行 强服务的银

行”的企业使命，以“华兴银行 用心为您”为品牌口号，坚持“稳中求进 做出

特色”的经营理念，高举“高质量发展 职业化发展”的发展理念，秉承“诚信 专

注 稳健 简单 务实 高效”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致力于打造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商业银行。

广东华兴银行作为主要支持单位，助力从都国际论坛，先后承办中澳经济论

坛、博鳌亚洲论坛悉尼会议等大型国际活动，得到了来自业界、客户及权威媒体

的广泛认可，先后被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国金融企业文化促进会）、

美国《环球金融》、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协会、《银行家》等权

威机构评为“全国金融系统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广东百优奖”、“中国最佳

创新银行”、“最佳资产管理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中小银行”、“中国最佳雇主”、

“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年度最佳客户服务奖”、“广州年度最佳文化特色银

行”、“2018 卓越竞争力价值成长银行”等。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广东华兴银行深圳

分行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商超

中心 B座 2楼
周笑波

0755-22667602；

15013791129

广东华兴银行深圳

分行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商超

中心 B座 2楼
谷云波 0755-22667605；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宁波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4 月，2007 年 7 月成为国内首家在 A股上市的城市

商业银行。2018 年末，宁波银行总资产 1.1 万亿，净利润 112 亿，不良贷款率

0.78%。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在深圳各行政区已开设近 20 家分

支机构，员工人数超过 1000 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立足深圳市场，大力支持实

体经济，各项业务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充分发挥效率与

服务优势，服务了一大批中小微企业。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
福田区金田路皇庭中心大厦裙

楼
蒋婧怡 13822136043

前海支行
南山区桂湾四路前海深港基金

小镇 33 栋
田航亢 15914103195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珠海华润银行”）成立于

2011 年 7 月，是珠海华润银行首家异地分行。成立 8 年多来，深圳分行各项业

务健康快速发展，网点及员工队伍不断增长。截至 2019 年末，深圳分行拥有 10

家传统支行、17 家社区支行，已经成长为深圳银行业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深圳分行在为社会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和专业服务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

障员工合法权益，关注环保、持续助学、热衷公益、回馈社会，先后荣获深圳特

区报颁发的“金融风云榜最佳社会责任奖”、南方都市报颁发的“最具成长性银

行奖”、深圳市银行业协会颁发的“最佳民生金融奖”、“最具社会责任奖”等多

项荣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积累了良好的业界口碑。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分行中小企业部
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

座三楼
金雷 18680386280

深圳分行中小企业部
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

座三楼
胡北薇 15220139026

华润银行分销及快消

品金融部
南山区华润金融大厦 22 楼 卢金京 13692105522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1997 年 10 月 9 日，服务定位为“民营企业的

银行、小微企业的银行、高端客户的银行”。

2006 年以来，作为中国民生银行系统内第一批改革试点分行，实行了公司

业务和零售业务事业部制改革，实现专业化销售的新营销模式，将改革与发展进

一步引向了深入，取得了较好成绩。

2009 年开展“商贷通”业务，向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经营商户提供

融资服务业务，目前在小微领域已经深耕十一年，服务了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经营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最懂小微企业”的银行之一。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分行罗湖小微业务

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海田路民生

金融大厦 18 楼
宋永贤 13823316193

深圳分行企业金融六部
深圳市福田区海田路民生

金融大厦 9楼
刘家栋 13510644256





 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是上海银行在珠三角地区设立的第一家直属分行，于

2009 年 6 月 8 日正式开业，经过九年多来奋发进取、创新求变的艰辛创业，深

圳分行立足区位优势、紧贴客户需求，迅速积累起分行核心客户群，培育了机构

同业、外汇等特色和优势业务，发展基础不断巩固和夯实。深圳分行经营业绩领

跑深圳城市商业银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2013 年 5 月 3 日，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开业的第 1608 天，本外币各项存款规

模提前突破“千亿”；2018 年 12 月 18 日分行本部整体搬迁至深业上城新址办公，

开启分行发展新起点、新篇章。到 2019 年底，分行各项存款余额突破 2080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突破 1570 亿元；创利能力在上海银行系统内居外地分行首位，获

总行等级行“第一等级第一名”评定。分行现有营业网点 17 家,基本覆盖了深圳

市各主要区域，近两年内还将在前海、深汕合作区及坪山区域分别设立新机构，

进一步提升分行辐射湾区的金融服务能力。

深圳分行自成立以来，立足特区谋发展，紧紧围绕“成为服务专业、品质卓

越的精品银行”战略愿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加快转型

发展和创新发展步伐，持续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

战略时期，深圳分行在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助力经济转型等方面表现

突出。分行及辖属支行屡获殊荣，分行曾荣获“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及“深圳市金融创新二等奖”称号，并多次获颁“福田区纳税百强企

业”荣誉称号。下辖宝安支行、光明支行荣获“广东省青年文明号”称号，分行

营业部、红岭支行、科技园支行荣获“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

及“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营业网点”称号，光明支行获“中国银行业

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营业网点”称号。

 服务团队介绍

支行/分行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深圳分行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与笋岗西路东北

侧深业上城（南区）二期 14楼
罗西 0755-23983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