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人公司

序号 单位 地址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89号

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6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经开区区金融一街10号无锡金融中心5层01-06单元

咨询公司

序号 单位 地址

1 江苏金百临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99号

2 陕西巨丰投资资讯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09号苏宁广场北塔写字楼1704-1710

3 北京中方信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秦淮区洪武路198号城开大厦A座702

4 江苏百瑞赢证券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建邺区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城4号楼2301室

5 江苏天鼎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389号1002室

6 民众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3188号17幢1508室

分公司

序号 单位 地址

1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2001室（电梯编号楼层26楼2601室）

2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6号3号楼901室（部分）

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

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18号26层2601、2603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龙园西路58号黄河大厦东侧二楼



6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路与集庆门大街交汇处西北角万达广场西地贰街区14幢2506室

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58号-28 锦盈大厦16楼

8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11楼11101/1112室

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8号南京金融城4号楼1101-1104室

10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以南，江东南路与恒河路间汇金中心地块D幢1001室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洪武路359号福鑫大厦三楼

12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261号联金大厦103室

1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17层A+F单元、19层A单元

1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33号金奥国际中心7楼710区

15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32号4层406室

1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27号

17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新地中心一期510-511室

18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汉中路1号国际金融中心8楼

1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55号斯亚置地广场23楼

20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江东中路231-8号401室

21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03号3栋1单元1201-1205室

22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新地中心4501-05室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99号南京招银大厦7楼

2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189号万得大厦B栋一层东侧

2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10层、B区一层

2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2号

27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汉中路185号鸿运大厦二楼

28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1205-1206室

29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庐山路168号1906室

3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389号401室



31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366号

3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第21层AB单元

33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1号2901室

3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23层C单元

35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18号21层2102室

36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牡丹江街69号大唐科技大厦1001室

37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1403（电梯编号1503）室

3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4201室（电梯编号：楼层50楼5001号房）

39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305号江苏饭店8楼东

4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90号

4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新地中心22楼2206室、2207室电梯编号楼层28楼2806号、2807号

42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198号同进大厦4单元901室

4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9号2幢509、510、511室

4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南京新地中心二期2层D区D04单元

4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50号（13层）-1、-2

4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904-906室（电梯编号楼层12楼1204-1206号房）

47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11-1号东宫大厦5楼东侧

48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1309室

49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89号金鹰国际A座10楼A1

50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129号中南国际大厦2层201、202、203室

5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南京新地中心二期3层E区E02、E03单元

52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洪武路198号城开大厦A座902室

5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338号苏粮国际大厦1楼大厅、10楼1002室

54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1709室

55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第35层B单元



5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中华路8号银达雅居1、2楼

57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二期1608室

5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8号南京金融城4号楼23层

5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中山北路168号六楼

60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810室

61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19号君悦湖滨1栋4层

6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8号

6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501号通服大厦7l楼

6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58幢2901、2902室

65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星座商务广场1幢2505－2507

6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西88号2幢101-2室

6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88号2幢306-6室

6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雅路308号8楼

6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星座商务广场1幢1802

7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9号苏悦商贸广场1幢601-2003室

71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8号苏悦商贸广场（北楼）502室

7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干将西路93、99号

73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959号元和大厦2层206室

7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现代传媒广场40层C-2室

7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158号1幢302室

7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58幢3401室内中的35层03号

77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88号万达广场西楼1503室

78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318号天翔国际大厦1906

7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上海东路6号

8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9号苏悦广场南楼10楼1001/1008室



81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号国际大厦709、710B、1909、1910单元

8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汾湖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开发区城司路1218号金鼎广场1-106

83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31楼G室

8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788号丰隆城市生活广场4幢2001室

8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58号新能大厦1、11楼

86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体育路1155号广隆大厦820室

8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 常熟市阜湖路9号

8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沧浪区新市路102号四五楼

8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时代广场23幢B座206室

90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雅路158

9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南分公司 江苏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107号二号楼101室

9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市中山北路172号

9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269号

9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张家港市杨舍镇新风桥东堍

95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南分公司 无锡市滨湖区鸿桥路801号现代国际工业设计大厦2312室

9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153号

9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宜城街道人民南路168号

98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阴市人民中路289号-2（泓昇商务大厦内17楼B座）

9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清扬路237-7

10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1号8楼807-811室

10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解放西路325号

10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江阴市大桥北路18-20号

10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无锡市学前街5号银辉城市花园东侧裙楼5楼

10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中路20号晶石国际中心A座16楼

10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南分公司 无锡市万达广场A区梁溪路51号12楼



106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八街1号商会大厦主楼201室

107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北创一期大楼十楼（自然楼层九楼D区、不包括1001、1002、1003、1004、1005室）

108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15号A108

10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号豪庭花园17-2商铺二层

11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中路8号锦湖创新中心A座5层

11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116号建设大厦B座1层、2层

112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南分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崇义南路5号新龙湖水街5-F14下层及5-F12至5-F16上层

11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590号现代传媒中心1号楼2511-2512、2513-2515室

11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荣盛锦绣华府29幢5号、6号、7号

11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和平北路9号

11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266号浩源大厦21层

11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中路国安商城一期二楼0-20#

11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市崇川区环城西路16号1-2层

119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环城西路82号华威园7幢底层南部商铺

12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中分公司 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486号三楼

12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市姚港路10号

12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成路1088号8号楼8403室(邮寄地址：东吴证券总部，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1506室）

12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市姚港路6号

12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609号

12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海陵南路360-6号

12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 江苏泰州迎春西路22号

12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市泉山区软件园路6号徐州软件园2-C-7层

128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科技金融广场1楼102室

12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新都佳苑A#-1-104、204

13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和平大道以北，云龙区政府驻地以西，宝龙广场B座104室、B座3层



13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世纪大道5号金融城5号楼104室（CND)

13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261号301室

13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盐城市世纪大道5号金融城6号楼201室

13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368号格兰云天大酒店一楼大厅南

135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西路440号国泰大厦B幢107#

13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中路406号

13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檀山路16号新城花园B区1幢103室

13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黄山南路6号黄山雅居1幢101，102，103室

13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镇江市中山东路288-1号













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北创一期大楼十楼（自然楼层九楼D区、不包括1001、1002、1003、1004、1005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