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公司
序号 单位 地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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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清扬路128号购物中心第一层L1-25商铺、118-3101单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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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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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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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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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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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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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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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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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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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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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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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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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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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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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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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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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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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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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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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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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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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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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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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市姚港路6号
2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市姚港路10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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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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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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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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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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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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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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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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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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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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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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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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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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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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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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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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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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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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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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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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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龙西路160号龙西大厦2007-200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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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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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102无锡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4203单元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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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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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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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18号兴业大厦901室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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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8号的南京金融城4号楼13层
5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市中山北路172号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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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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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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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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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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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澄阳路116号阳澄湖国际科技创业园1A-407室



6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和平北路9号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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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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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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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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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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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市青年中路43号
7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扬州市扬子江中路758号  22500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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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清扬路237-7
75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188号26a-B座
7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清扬路24号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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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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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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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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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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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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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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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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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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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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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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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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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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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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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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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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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解放西路325号
9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 常熟市阜湖路9号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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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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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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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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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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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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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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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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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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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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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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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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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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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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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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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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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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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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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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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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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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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1018号元联大厦一楼大厅及1908-1909室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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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01号1001室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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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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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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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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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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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260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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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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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27楼2706室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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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6号2506室
129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星座商务广场1幢2505、2506、2507单元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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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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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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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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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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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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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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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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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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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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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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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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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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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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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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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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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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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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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部信息

常州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晋陵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晋陵中路168号三楼

2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3-109，103-110号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延陵西路23、25、27、29号
4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惠国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惠国路69号山水和园4幢九楼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高新科技园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高新科技园3号楼E座201室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健身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健身路16号
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花园街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园街128号G1-11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溧阳燕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溧阳市溧城街道燕山中路5-10号
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劳动西路3号
1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常发商业广场5幢29楼
11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府西花园8-102号



1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锦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590号现代传媒中心3号楼102、1103、1104室
1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常州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劳动西路206号金谷大厦16层
1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号豪庭花园商铺17-2一层

1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衡山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新北区荣盛锦绣华府29幢5号、6号、7号
1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溧阳市南大街12号
1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新世界花苑11-8号
18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延政中大道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7号经纬大厦404、406、408、410、412、414、416、418、420、422号
19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勤业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钟楼区平岗星苑10-1、10-2、10-3号
2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国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惠国路典雅商业广场1号楼108室
2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常发商业广场20楼5-2001、5-2009号
2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钟楼区兰亭苑3幢7-8号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常武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常武中路2号广成东方大厦A-102、A-103室
24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新堂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新丰苑13栋2号商铺

2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电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广电西路310号
26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通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大道391号-A102室
27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政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路5号-3B01、501
28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广化街216号
2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博爱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博爱路129号
3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通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8号万达广场5号楼8楼801-806、814-824室
3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溧阳罗湾路证券营业部 溧阳市罗湾路302号
3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水岸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吊桥路巨凝金水岸1-23、24、25号
3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溧阳煤建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煤建路1号
3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通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266号
35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市北直街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钟楼区北直街31号306室
3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陵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延陵中路29-1号
3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广电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广电西路166号
3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新世界花苑1-10号
39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劳动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劳动西路39号华海城市花园1幢12号
40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府琛花园1幢806室
4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宜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新城南都305-1幢301号
4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常武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常武中路106-109铺
4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常州通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钟楼区通江南路88号新城国际大厦7楼701、702
4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高新科技园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3号楼B座502室



4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通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府西花园6-103
46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西瀛里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莱蒙都会商业街9-1090号2-3楼
4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竹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竹山路9号河海金汇大厦一楼

48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太湖东路101-1号常发商业广场5-1601、5-1609
49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衡山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荣盛锦绣华府1幢106号
5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常武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常武北路255号步步高广场3幢105号、106号
5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兰陵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北路546-1、2、3号
5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电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广电西路539号
53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延陵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延陵中路578号A座105、106室
5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延陵西路53号二楼

5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常州延政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5号常发大厦8楼816、818室
5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通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通江南路255号1701室
57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奥体中心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奥体中心内游泳馆旁Y2门2楼
58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坛东环二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东环二路206-1号
59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龙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府西花园7-103
60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武青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武青路138号
6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北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北大街15号
6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溧阳育华路证券营业部 溧阳市溧城镇育华路40号
6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花园街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园街168号H-12
6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陵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延陵东路184号
6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东环二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东环二路168号
6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环府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外环府路39号
6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和平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天宁区和平中路413号1楼、18楼
6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水岸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吊桥路1号巨凝金水岸商铺1-28
6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陵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延陵中路498号
7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延政中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大道16号世贸中心A座一楼

7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市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南大街91号
7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坛东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金坛市东门大街500号
7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科二路常新科技楼3号楼E座1楼105
7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和平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和平北路9号
7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东横街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东横街2号
76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府西花园7-105



淮安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茂业时代广场3302号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健康东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清河区健康东路118号东壹区118-2,118-3室
3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翔宇大道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大道1007号宏信大厦1楼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北路50号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汇丰中央广场商铺1004室-1006室、汇丰中央广场1号楼801-814室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东路1号丰惠广场2103、2105、2106、2107、2108室
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健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健康东路30号1301室、1302室
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深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1-1号1幢111室
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淮安水渡口大道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金融中心中央商务区B2号楼2-1601室、2-1604室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涟水红日大道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涟水县中联壹城新莲壹品Z02幢104室
1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淮安市淮安区永怀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永怀东路2-14号
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盱眙淮河东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盱眙县淮河东路45号
1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南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清浦区淮海南路178号
14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东路丰惠广场1616室
1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淮安深圳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冠逸轩花苑7幢7-5号
1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翔宇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大道1007号
1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淮海东路20号第七层

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承德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市清江浦区承德路81号华夏家园8幢2号
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阴承德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承德府2号楼2、3、4室
2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北京北路证券营业部 淮安北京北路100号
2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盱眙淮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淮河北路I-34号
2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洪泽东十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区东十道11号11-8中兴名都63A幢S3、S5、S6、S7

连云港地区
序号 营业部 地址

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解放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解放东路129号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灌云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伊山镇人民中路金陵御花园7幢102、202室
3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朝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中路9号建院未来城5号楼102商铺

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通灌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南路1号国安大厦2楼
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苍梧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海州区龙河大厦一楼A1号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苍梧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53号同科汇丰国际1号商业-105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龙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龙河南路3号（103室、202-1室）

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东海海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东海县海陵西路18号
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连云港苍梧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海州区苍梧路30号明珠皇冠花园25号楼06号商铺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巨龙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巨龙南路59号君辰大厦1楼、四楼

1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巨龙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海州区巨龙南路56-53号（同科汇丰国际第3#商业B段116室）

1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海连中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海连中路中恒大厦7号门面

1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巨龙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巨龙南路66号君悦财富广场5号楼110室
1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海连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东路55号4号商铺

1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通灌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新浦区通灌南路69号
1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郁州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郁州北路9号瀛洲大厦4楼
1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赣榆东关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东关路26-4号
18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墟沟中华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25号二楼

1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通灌南路证券营业部 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南路102号建院观筑大厦109

南京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28楼2801号、2808号
2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18号
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童卫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5号6号楼一层619商铺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城3幢407室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宁双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云密城A幢12层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洪武北路16号  210005
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白龙江东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9号B2幢北楼14层1405
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胜太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路6号汇金旗林大厦3楼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金箔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770号3幢201室
1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南京淮海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88号1013室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双龙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351号
1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浦江路26号
1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京华侨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华侨路29号
1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198号同进大厦一单元1层102
1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石燕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石燕路345-99、100号
16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龙园西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龙园西路58号黄河大厦二层

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浦口区浦口大道13号新城总部大厦B座214



1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天元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99-9号武夷绿洲赏桂苑28幢107室
1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标营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标营路4号紫荆大厦4楼
2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云锦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所街171号15幢地上一层106室、地上一层113室、地上二层204室
2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太平南路333号
22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安德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5号维沃大厦A塔102单元、1202-1204单元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宁双龙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101号金轮双子星101室
24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兴隆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170-10,170-11号（一层）

25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古檀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3号
2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华泰证券大厦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东路90号华泰证券大厦25楼
2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国睿大厦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国睿大厦1号楼A区6楼
28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北京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
2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软件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19号6幢105室
3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天生桥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天生桥大道388号时代国际广场1楼1013室
3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学津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学津路8号高科大厦B座701、702室
3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常府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常府街85-7号  210002
33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钟亭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大钟亭8号  210008
3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清凉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56-7号
35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汉中路185号鸿运大厦二楼

3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王府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王府大街8号测绘大厦2期7楼
37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1号31F
3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255号
3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莫愁湖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东路8-3号
4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中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溧水区中大街77号
4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万达广场C座803室
42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47号25层 2507-11室
4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202、203、204室
4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广州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广州路188号苏宁环球16楼
4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口大道11号1幢3004室
4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民智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民智路2号南京证大喜马拉雅中心N栋12楼
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雄州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雄州西路12号1幢9层
4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郑和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郑和中路118号南京长江国际航运服务中心D座9层902室、永宁街3-15号-2
4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止马营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止马营26号
5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鱼市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鱼市街96号



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文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文澜路6号中建大厦103室
5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
5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01号10层1001室
5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99号南京招银大厦7楼
5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光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大光路39号
5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常府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常府街33号
5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4001室
5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花神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11-14号
59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414号1101室
6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16号1203室
6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秦淮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秦淮路4号2幢103室
6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号1幢103室
6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太平门东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东街2号01幢1层、4层
6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天元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天元东路228号财富广场二期8幢107室（江宁高新园）

6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京黄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黄山路2号
66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北圩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北圩路220号
67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389号01幢1001室
68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溧水天生桥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溧水区永阳街道天生桥大道388号1150室
69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南京营苑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营苑北路2号9幢7室
70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模范马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66号南邮大厦1609、1610、1611室
7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49楼4901-02、4902号房

7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南京奥体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大厦05幢1层5105室
7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金箔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江宁区金箔路1039号黄金海岸广场

7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胜太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路6号汇金旗林大厦301室
75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热河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路8号  210011
7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2305室
7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南路311号
7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东中路213号201室
7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瑞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南瑞路79号
8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龙园西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龙园西路58号
8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汉中路6号国药大厦10楼
82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江东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88号清江苏宁广场903-905室
8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和睿大厦6楼606室



8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南京龙蟠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龙蟠中路218号中航科技大厦33楼3306-3308室
85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2期1509
8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胜太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6号汇金旗林大厦三楼

8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光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142号金陵尚府A02幢74-78室
8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水佑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水佑岗6号万谷京东云智慧产业园405室
8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文苑路营业部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文苑路8号8-19/8-20号
9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20层B区
9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清凉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39号1901室
9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央路389号凤凰国际大厦5楼
93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清凉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39号1401
9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龙蟠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218号
95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华路139号  210044
96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58号嘉业国际城3栋1108室
9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云南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云南北路49号天星翠琅四楼 210009
9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双龙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306号
99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外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高新开发区浦外路9号01幢103室
10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苜蓿园东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东街1号29幢101、201室
10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北京东路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31号工艺美术大楼

10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2号亚太商务楼30层
103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68号20层B座
10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滨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滨路150号中科创新广场5号楼101室
105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江东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289号1701室
10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
10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99号海华大厦1312、1313、1314室
108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南京新地中心二期2层A区05单元

109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学津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学津路8号高创大厦之8-9号商铺

11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广州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广州路2号龙世中心11楼
1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上海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上海路145号
1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长江路99号长江贸易大楼一、二楼

113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柳洲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柳洲南路2号01-110室
1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天印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印大道700号东山总部商务园A3栋一楼

1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198号101室、A幢903室
11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天元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228号财富广场二期8幢801-805



11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189号1204室、1205室、1206室、1207室
118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淮海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50号（14层）-2
11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187号1F1单元及189号南京平安金融中心名义第 21层03、04、05单元

12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华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华路255号  210001
12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94号303室
122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胜太西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利源中路20号31-103
12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8号南京金融城4号楼3101、3102室
124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31号
125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苜蓿园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大街46号
12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镇兴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镇兴路177号银庭馨苑15幢-36、37室
12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222号
12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溧水致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致远路68号康利华府3幢106室
129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68号颐和商厦6B
130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浦口区浦口大道11号明发新城中心2幢2单元南京证券

13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北路168号
13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京浦口凤凰大街营业部 南京市浦口区凤凰大街16号
13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346号老学堂创意园58号102室
13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808号
13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中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汉中门大街46#
13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路证券营业部 秦淮区建邺路98号鸿信大厦4楼
137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东路147号大行宫大厦13楼
138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新亭路9号市政天元城花语座17幢104室（江宁高新园）

13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创智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创智路2号101室
14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洪武路359号福鑫大厦

141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346号
14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江东中路389号
14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宝塔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高淳县宝塔路158号-8
14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长乐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长乐路226号  210006
14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太平南路389号  210002
14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第三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央路399号天正国际广场6幢3楼
14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珠江路714号1号楼

148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2号万达广场A座802室
14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双龙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698号（江宁开发区）



15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1707室
15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龙蟠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9号201、202、301室
15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亭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121号市政天元城18-105
15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溧水珍珠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溧水区珍珠南路4号
154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水西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水西门大街203号

南通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375号一层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青年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崇川区莱茵濠庭3幢102室
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66号附2号202室
4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通姚港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姚港路2号鸿运大厦C座4楼
5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5号南通印象城A座706、707室
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东路159号瑞景商贸广场4幢0101室、0201室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跃龙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崇川区跃龙路80号瑞富大厦1楼01室和02室
8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通崇文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崇文路1号启瑞广场1幢2002室
9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青年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青年中路66号裕丰大厦201室
10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239号成功大厦

1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星湖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开发区星湖花园综合楼1、2层及屋顶2间一、二层-2
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如东江海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城中街道江海东路2号中央广场101室第四层南侧

1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门长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海门区长江南路30号
1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东通海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城中街道通海路9号润通尚城8号楼152铺和153铺
1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通朝霞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高新区朝霞路467号奥建大厦一楼

16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安中坝南路证券营业部 海安市海安镇中坝南路4号3幢301室
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健康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如城镇健康东村809幢4号营业房

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门南海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南海路1399号2幢1层22111室
1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南通如东青园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青园北路9号
2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181、183、185号
2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工农路486号
2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国际贸易中心3601A室
2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皋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如皋市如城镇中山东路浅水湾31-104号、31-105号
2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459号103附1室
2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启东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中路505号



2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启东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683号
2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工农南路128号天宝国能中心7层0701-0710室
2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工农路5号亚太大厦裙房5附5室
29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青年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中路82号莱茵濠庭3幢111B室
3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海门秀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海门市秀山西路62号
3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人民中路79号金信大厦二楼东半层

3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崇川区南大街129号兴胜大厦一层、二层

3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工农北路18号附6幢
3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131号2楼
35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通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18号兴业大厦1701室
36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375号清之华园大楼一层

3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门人民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人民西路226号
3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青年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崇川区濠河经典苑南楼0105室
39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28号天宝大厦16楼
4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198号金唐大厦101-201
4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安黄海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黄海大道（中）98号一幢20室
4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皋福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如皋市福寿路278-6
4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上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开发区金海苑2幢101室
4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安中坝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南路19号
4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盛大道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开发区通盛大道188号创业外包服务中心E幢202室
4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6号华丽大厦14层
4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姚港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姚港路10号
4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中南世纪城43幢102室、1903-1905室
4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南通姚港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姚港路38号附楼1-3层
5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18号汇金国际广场B1座104-106室
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皋福寿路证券营业部 如皋市如城镇城建嘉园三期综合楼2-1、2-2室
52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58号7幢A1702室、A1703室
53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39-3号二楼

5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新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人民路交通路口

5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门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长江路231号
5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工农路57号圆融广场南楼2404-2405室
5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安长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海安长江中路93号贵都大厦8楼
5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姚港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姚港路6号  226000



5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南大街211号107室
6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南通市人民中路23-6号
6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33号金融汇1202室

苏州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狮山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生活广场8幢902-905
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东环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东环路68号（城南大厦）

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绣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绣路89号恒宇商务广场1幢2楼
4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人民路3110号国发大厦1109室
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吴江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中山南路6、7号店面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苏州苏州大道东289号广融大厦3楼
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旺墩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圆融星座1幢2306室
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九华山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开发区创业路1588号象屿两岸贸易中心4号楼15、16号商铺

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金沙江路11号中汇商业广场101室
10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华池街时代广场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24幢501室-507单元

1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园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姑苏区南园北路31号
12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旺墩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星座商务广场1幢1203室
1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东街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东街2号  215600
1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19号（国泰新天地广场）M108
1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总官堂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总官堂路288号
1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三香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三香路53-105、301
1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东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开发区前进东路1239-6号
1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中心广场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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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座办公楼15层02号
19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123号汇金大厦903室
2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华池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时代广场23幢414室
2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251号苏州城市生活广场西侧裙楼1楼
2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迎宾大道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迎宾大道333号苏州湾东方创投基地28栋1层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华池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华池街88号晋合广场2单元6楼
2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太湖西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太湖西路1188号7幢142、143、144、145、146、147室
2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苏州干将西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养育巷151号601-608室
2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南路32号
2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盛泽敦煌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敦煌路588号南华大厦106室



2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盛泽镇西环路证券营业部 吴江市盛泽镇西环路金源大厦1-3层
29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雅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158号1幢202室
3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现代传媒广场29A
31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1803室
3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吴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吴北路299号吴中大厦8楼801-803室
33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旺墩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125号6楼601号单元

3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270号外贸大厦第一层西南面和第七层辅楼

3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何山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新区何山路56号
36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东吴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大厦3幢1201
3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南苑东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檀宫庄园55幢南苑东路105号，J105门面

3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张家港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11号（华昌东方广场）F203号
39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建农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建农路18号
40 华泰证券股份有公司吴江盛泽广州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广州路汇赢大厦107室
4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北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常熟北门大街虞景文华1-2幢3楼
4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海虞北路20号
4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西塔楼906
44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苏州大道西205号尼盛广场2006
45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狮山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高新区金山东路79号13幢苏州龙湖中心901、906室
4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家港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杨舍镇人民中路43号国泰大厦

47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05号1幢尼盛广场1808室
4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三香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三香路1338号铂金大厦2003、2004室
49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东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美食街1号1楼
5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邓尉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9号润捷广场2幢1201室
5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上海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上海西路1-1号、1-2号
5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李闸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李闸路65号21、22、23一层、二层

53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竹辉路证券营业部苏州市竹辉路231、233、235号第【3】层，第303、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5、316室
54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干将东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干将东路938号
5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太平南路36-1号
56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旺墩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188号建屋大厦4F
5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新市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新市路102号
5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现代传媒广场40层D室

59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中心广场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58幢A座1108
6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旺墩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268号时代广场24幢201室209—210单元



6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通园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通园路368号大森商务楼1幢第二层209室
6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苏州星海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88号1幢601室
6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惠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惠路98号东裙3F
6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黄河路22号汇丰时代广场1号楼105室
65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竹辉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姑苏区竹辉路598号
6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城北路178号华芳国际大厦304室
67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锦堂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苏站路锦堂街8号江苏有线苏州传输中心0707号
68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港暨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中路158号5楼
6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阜湖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阜湖路9号
7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竹辉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竹辉路398号
7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花桥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花桥商银路538号
7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昆山市环城北路135号
7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前进中路269号
7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119号苏悦广场南楼1805、2007室
7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98号太平金融大厦3903A单元

7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珠江东路95号-6二层

7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松陵镇中山南路988号华邦商务广场1幢2幢1幢901
7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

7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东环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环路123号
80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港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9号（国泰东方广场）1706
8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锁澜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锁澜南路25,27号以及21号-59号217
8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河西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玉水世家3幢河西南路37号、39号
8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区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172号
8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景德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景德路110号
85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港暨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中路158号M501
8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前进中路180号
87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聚茂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聚茂街185号活力商务广场B幢1003、1005、1006、1018室
88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海虞北路5号华府世家A110
8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春旭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开发区春旭路168号帝宝金融大厦101A室
9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月亮湾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0号慧湖大厦南楼603室
9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吉祥商城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方塔街吉祥商城1号
92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吴中枫津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城南街道东吴绿郡花园7幢109室
9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苏州大道东265号现代传媒广场写字楼30楼D室



94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苏州现代传媒广场27楼D室

95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296号中茵世贸广场（百盛）写字楼1号楼1004室
9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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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号太平金融大厦2704室
9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干将西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干将西路1359号
98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园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南园北路118号
9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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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珠江东路93号
1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人民西路国泰时代广场B座二层东侧

10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167号11楼
103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88号1幢101
10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73号
10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苏州中心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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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幢B座11层02/03号房

10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鲈乡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鲈乡南路2328号、2330号、2332号
107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时代广场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圆融时代广场23幢B座604室
10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上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娄东街道上海东路168号3幢106室、107室
109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万象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玉山镇华润国际商铺万象路4号
1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人民路1925号
11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3118号
112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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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号领汇商务广场1-1203室
1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200号星海国际广场1、5、7、21楼
11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珠江东路93-6,7号
11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萧林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萧林路699-34
11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苏州吴中西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西路175号
11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九华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九华路65号景城邻里中心F125室
118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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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1幢1501-B
11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玉山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新区玉山路99号钻石广场409
12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西北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西北街180号
12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吴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东吴北路299号吴中大厦11楼
122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华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华山路东浜新苑6幢105室205室
12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西环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西环路2115号裙楼北一楼

12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干将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57号
12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木渎镇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金山路158号
12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方洲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方洲路468号兆佳巷邻里中心5幢302-1室



127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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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9号1幢08层02、03单元

12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区东安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东安路399-3号
12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文苑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文苑路151号金鹰商业中心文苑路123号
13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县前街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区县前街69-4号
13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旺墩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269号圆融星座806室
13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采莲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开元银座1015号
133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枫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枫林路186-6、-7号
13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胥口孙武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622号-1号3楼北靠东侧

13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溪翔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溪翔路北3号101室
13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东路1239-4号
13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体育路证券营业部 吴江市松陵镇体育路488号 215200
13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海虞北路48-1号
13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98号太平金融大厦1903单元

14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同丰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路53,55号
14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中山北路212号
14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震泽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金丰花园18幢2号
14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绣路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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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苏州中心广场办公楼A座32层 03号
14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东环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东环路68号
145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长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开发区长江路400号长江大厦一楼北侧

146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星都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都街72号宏海大厦11楼1101、1103、1105、1111
14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滨河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滨河路1740号
14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区胥江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胥江路483号
14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吴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东吴南路198号宝怡大厦109室
15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33号
15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浏河镇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郑和东路89号1幢商铺03室
152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苏州大道西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1103、1104
15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北路33号裕坤美城大厦904室
15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区高新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吴江区松陵镇高新路946、948号
15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黑龙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黑龙江北路8号
15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澄阳街道相城大道2900号采莲商业广场六区三楼333
15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松陵镇笠泽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笠泽路110号
158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开平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789号金城大厦1801
159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太平南路19-3号



160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昆山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玉山镇中山路348、350号
16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林泉街598号翰林邻里中心N203-3室
16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时代广场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圆融时代广场23幢B座206室
16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29号上领大厦610室
16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区青龙港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66号领寓商务广场3幢1层113-01室
16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金港镇长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中路251号
16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锦丰镇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锦丰镇锦店路锦都花苑15幢
16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沙州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沙州西路115号（天霸商务馆）101#中北侧一层108号
168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珠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玉山镇珠江北路278号第一层北侧

169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苏绣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A座15层05室
17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狮山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新区狮山路25号
17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小石湖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区小石湖路8号
17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甪直迎宾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晓市路18号
17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梅李镇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梅李镇通塔路10号
17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商城中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商城中路27号A座四楼

17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路100号东沙湖邻里中心228室
17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萧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萧林路195-1号
17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金港镇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黄泗浦西路42号
178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吴江盛泽舜新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舜新中路439号丝绸大厦12层
17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上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东路168号国贸大厦103室
18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熟金沙江路证券营业部 常熟市金沙江路18号
18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石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爱河桥路28号
18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证券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沙洲中路104号
18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长江路436号绿宝休闲广场二期2幢1027
18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太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康福路1号怡景南苑6幢08号商铺

18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星湖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178号2幢105室
18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三香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三香路718号
18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文苑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文苑路178号
18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上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太仓市城厢镇上海东路6号
18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月亮湾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5号中新大厦101-03
19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黄埭中市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黄埭镇中市路101号
19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浮桥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中兴街95号
19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浒关镇文昌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高新区上河花园二区65幢106室



19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大道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苏街198号吴中商务中心A栋二楼

19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虎丘区科技城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高新区科发路101号202-1室
19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张浦证券营业部 昆山张浦镇海虹路252号
19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胜浦镇新胜路1号金雅苑1幢108商号二楼

19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太仓市城厢镇人民南路160-4号
19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浒关镇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镇浒新街68号
19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沙溪镇白云中路证券营业部 太仓市沙溪镇白云中路3号
20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七都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路19幢10411号
20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平望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学才路163号书香苑6幢103号
20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干将东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市干将东路599号东凌大厦5-6楼
20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周市镇萧林东路证券营业部 昆山市周市镇嘉禾花园一号楼10号

泰州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靖江渔婆南路证券营业部 靖江市渔婆南路华彩公寓112、113
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泰州鼓楼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北路7号01室、02室
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药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药城大道1号科技大厦1楼西半场区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凤凰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凤凰东路97-1、2、3室
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靖江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靖江市人民南路靖海小区1-109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青年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300号103室、104室
7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鼓楼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鼓楼北路11号
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海陵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海陵区海陵南路403号
9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鼓楼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鼓楼南路293号中兴9号904室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鼓楼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398号
1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迎春东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迎春东路989号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化牌楼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兴化市牌楼西路18-20号三楼

13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靖江骥阳路证券营业部 靖江市春江花城A3、A5、A6、A7
1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江平路证券营业部 靖江市江平路258号天伦商务大厦D-B轴与1-4轴
1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根思路证券营业部 泰兴市根思路5号泰兴市吾悦商业广场1幢113室
1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济川东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济川东路99-106号
1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泰兴府前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兴府前街2号
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鼓楼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海陵区鼓楼南路315号
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兴化英武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兴化市英武中路198号



2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高港金港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金港南路都市佳园6幢1-3层02室
21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东风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东风路289号
2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鼓楼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鼓楼北路56号103室
2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靖江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靖江市人民中路136号  214500
24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泰州济川东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88号48室、49室、50室、51室
2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化花园路证券营业部 兴化市花园路11号
2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市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中路150-3号
2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鼓楼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318号
2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东风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东风北路1-39号
2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姜堰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中路638号
3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海陵南路证券营业部 泰州海陵南路360-6号
3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国庆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泰兴市庆云花园宾馆大厦D106、D206
3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姜堰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姜堰市东大街23号

无锡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钟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钟书路99号国金中心915、916室
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10号1207
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建筑西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建筑西路599-1号八楼801、802、803室
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和风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新吴区和风路26号汇融广场H（1号）楼北块1-2层
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号恒隆广场办公楼2座2803-2805单元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虹桥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虹桥南路229号南门印象商业中心1F层133/134号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新城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新街街道新城路2号
8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枫隐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枫隐路东氿一号花园308-2号
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东路335-107、112号（光华时代广场）

10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兴源北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兴源北路401号北创一期大楼9楼
1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1号1113、1114、1115室
1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人民南路40号国泰广场1楼
1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安镇锡东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无锡安镇锡东大道3056号
14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兴宜北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宜北路180-17号
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东虹东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东虹路587号、589号
1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经开区金融一街15号平安财富中心1203-1204
17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南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中南路300号



1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文富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文富南路8,10号
19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东路137号
2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县前东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县前街东168号
2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吴区湘江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新吴区新吴区湘江路2-3号金源大厦A座1206
22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广瑞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广瑞路400号
2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新城政和大道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惠山区惠山新城政和大道182号
2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湖滨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湖滨路153号
2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1号昌兴国际金融大厦1001、1002、1003室
2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澄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澄江西路222-9
2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 88 号锡东创融大厦新华路 1107、1109-1111
2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大桥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大桥北路18-20号
29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金融三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三街嘉业财富中心6号
30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人民中路109号苏宁广场北塔1604室
3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塘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塘南路时代上河苑29-4号
32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乐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永乐路29号永通公寓1-1、2-6
3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朝阳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朝阳路79-1号
34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阴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环城北路27号706
3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人民东路112号一层，108、110、112二层

3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滨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11楼01、16座
3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氿滨南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新街街道氿滨南路66、68号
38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1508A单元及1905单元

3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新生路152号
4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138号
4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太湖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中山路931号
42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虹桥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虹桥南路286号恒大中央广场五楼508、509、510房间

4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福泰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福泰路8号
4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丰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永丰路237号
4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观山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观山路250-5号
4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玉祁镇湖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湖西路170、172号
4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南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中南路8-212、213
4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中山路153号
4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华士镇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人民路100、101号
5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长泾虹桥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长泾镇虹桥北路47号



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解放西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崇安区解放西路327号
5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氿滨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氿滨南路78号(1-3层)
5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胡埭镇安泰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富安商业广场A区13-9
5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梁溪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路28号
5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清扬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清扬路313-101
5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宜兴阳羡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阳羡东路137号
5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学前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学前东路797-103、797-1203-3号
5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亭中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中路20号晶石国际A座16楼
59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青祁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青祁路99号住友家园22-3-4号二层

6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港镇锡港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锡港西路40-11号
6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东大道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太湖东大道76、78号214000
6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钱桥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大街181、183号
6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湖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孔雀雅园二区18-12
6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生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新生路107号
6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江阴朝阳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香叶路2-10号
6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中山北路228号
67 五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隐秀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800号上海中心城开国际709室
6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解放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239号、251号
6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梁溪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708号A区
7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102无锡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1204C-1205单元

7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西横街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西横街51号-23、24、25、26
72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人民南路133号
73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和风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新吴区和风路26号汇融商务广场C栋（6号楼307-311）
7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马山梅梁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梅梁路圣园商业街212-1号
7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梅村镇锡义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镇锡义路388号
7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华夏南路营业部 锡山区华夏南路11号丰汇广场3号门2楼国联证券

7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滨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海澜财富中心4413-4416
7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阳羡东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阳羡东路298号
79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1号712-715室
8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氿滨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氿滨南路63、65、67号
8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长泾镇虹桥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虹桥北路10号
82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洛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惠山区洛城大道109-101
83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阴西横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西横街51号-33



8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解放东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解放东路280-17号
8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光明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光明西路2号
8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高塍镇振兴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高塍镇振兴路188-27、28、29号
8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和桥镇西横街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和桥镇西横街259号
8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区洛社镇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张镇桥村

8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县前西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80-1，-2，-3
9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湖滨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湖滨路688号华东大厦2楼  214002
9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宜兴阳泉中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镇阳泉中路330、332、336号
9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阳羡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阳羡东路193-195号
93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五爱北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北塘区五爱北路97号金置广场四楼

9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青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青山西路42号
95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兴宜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宜北路76-2001号
9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清扬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清扬路131-3
9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号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2510-2511单元

98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教育西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教育西路21号803室(经贸大厦8楼)
99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清扬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南长区清扬路99号6楼
1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清扬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清扬路143-201
10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虹桥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虹桥南路316、318、320、322号
102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县前东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县前东街188号
10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周庄西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西大街616号
10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澄杨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云亭街道绮山松桥雅园6号101
105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万达广场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溪路179号商铺

106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东路305号1楼
10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6号
10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中山路177号梁溪饭店北侧商铺

10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滨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2号1号楼110室
11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徐舍镇新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聚源名居（西区）新河路36-38号
1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虹桥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虹桥北路185号1层及181-185号2层
11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中山路163号
11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万顺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万科城市花园四区82-12
11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氿滨南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新街街道氿滨南路100号
115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阴河北街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河北街369号
11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高巷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高巷路158-160号号



117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经贸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经贸路天竺花苑82号101室
11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人民南路168号
1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华士镇环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华士镇环东路680号
12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青阳府前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青阳镇府前路101号
12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虹桥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虹桥南路286号506
12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钟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钟书路99号号国金中心905室
12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周庄镇西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西大街318号
12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江阴澄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澄江中路7-7号
12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解放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解放东路177号
12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梁清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清路56号建工大厦一层

12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人民中路289号-2（泓昇商务大厦1楼、17-18楼）

12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硕放镇政通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硕放街道政通路5号
12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滨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裙楼1楼107座
13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西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西路3-3号
13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惠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惠山区惠山大道108-2-2404-13（地铁西漳站区）

132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人民东路311号6楼
13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丁蜀镇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解放中路悦和花园1幢21号
13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申港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申港路349号
13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瑞景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瑞景道华憬佳苑69-2,69-3
13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暨阳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暨阳路20号5层
13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10号无锡金融中心1708单元

138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11号平安财富中心508室
13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张渚镇渚钢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渚钢路258号
14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官林镇官新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官新街101-102
14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周庄世纪南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南大道102号
14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临港申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申浦路108号
143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环城北路27号507室
14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一街11号第一层01B单元

14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绮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绮山路弘扬广场102-105号
14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环城北路27号1502、1503室
14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镇泉山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泾和苑15号
14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氿滨大道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氿滨南路28号
149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滨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12楼



15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青阳镇迎秀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江阴市青阳镇迎秀路111号
15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朝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江阴市朝阳路55号1楼
15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文化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阴市文化西路179号
15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乐路证券营业部 无锡市永乐路水利大厦

15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证券营业部 宜兴市环科园新城花园综合楼201室

宿迁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洪泽湖路证券营业部 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130号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恒山路证券营业部 宿迁市宿豫区锦华名园B4-6座
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洪泽湖路证券营业部 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601号宿迁供销合作总社商办综合楼一楼B101
4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沭阳深圳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沭阳深圳东路巴黎新城60幢107号
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发展大道证券营业部 宿迁市宿城区国泰广场1栋121、122、123室
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洪泽湖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宿迁市洪泽湖路581号
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宿迁洪泽湖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宿迁宿城区洪泽湖路2号金鹰天地广场A区A03-1商铺1-2层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泗阳北京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众兴镇北京中中路1号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沭阳北京北路证券营业部 沭阳县沭城镇北京北路17号（建设银行一楼）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泗洪体育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泗洪县青阳镇体育北路富园天郡23号楼103室（江苏省泗洪县经济开发区）

1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黄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黄河南路金田湖畔春天6幢楼裙楼C104室
1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洪泽湖路证券营业部 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587号

徐州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22号风尚米兰LOFT4
2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西安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北路6号恒茂大厦24层2413、2414室
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二环西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二环西路44号润园商业8幢1单元101号房

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徐州和平大道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云龙区提香湾26#、27#-1-106、122号
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民主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大马路198号新立财富广场东-03、04
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民主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民主北路2号黎明大厦

7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大马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大马路99号启迪之星加速器（徐州）第77区S002室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和平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云龙区和平路99号宝龙广场B号楼1-104
9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建国西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建国西路锦绣嘉园8#-1-107A
1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和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江苏师范大学科技园文远大楼101-1、303室



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建国西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建国西路75号财富广场1A座1层109、二层205室
1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中山北路12号龙泰大厦三楼

1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环城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环城路167号北江大厦二层

1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北京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铜山区北京北路万达华府东院S1楼1-111商铺及S1楼1-110商铺二层

15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解放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解放北路4号锦绣茗都1-111
1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软件园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软件园路6号徐州软件园2号楼C座708室
17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徐州解放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徐州解放北路5号汇金时代广场6层
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邳州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邳州市珠江路北侧印象珠江商业综合楼二幢1单元111号、112号
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丰县中阳大道证券营业部 徐州丰县中阳大道5101号
20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北京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铜山区南洋国际商城SCl楼-110铺-111铺-112铺
21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沂幸福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新沂市幸福路35、37号
2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淮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淮海东路29号苏宁广场第1F层第165号；A单元2102-2105室
2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睢宁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睢宁县人民东路鸿瑞佳地

2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建国东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建国东路111号16层
25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西安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北路瑞银中心1号楼1006室
2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民主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云龙区民主南路61号开源综合楼4#楼5层01
2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徐州煤港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煤港路16号滨湖城市花园3#-110
28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鼓楼区中山北路169号凯旋门花园B11#1-104
29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建国西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恒盛广场1号楼1-156、1-139
30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成功大厦15层的A
31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徐州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和平路64号帝都大厦2902
3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淮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淮海东路104号104-3门面

3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财富广场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建国西路75号财富广场B座102室
3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和平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云龙区和平路59号文远大楼102-1、505-511、513、514
3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科技园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科技大道科技大厦一层103室及三层306、307、308室
36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沛县大屯南京路证券营业部 沛县大屯矿区南京路西侧团结新村

3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沂大桥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大桥西路8号
3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云龙区解放南路303号地王大厦附楼3层
3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沛县汤沐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沛县汤沐路2号
4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湖北路证券营业部 徐州市泉山区湖北路79号

盐城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腾飞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盐都区腾飞路万达公寓28号东一楼、三楼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世纪大道5号金融城4号楼写字楼第18层05、06室
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亭湖区解放南路15号南门华府1幢105、106室
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解放北路100号
5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希望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号1幢604室
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人民中路5号鹿鸣广场商办楼102室（CNH）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迎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迎宾南路126号钱江方洲小区北区7幢102室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迎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街道钱江方洲小区北区8幢111-1室、8幢111室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射阳兴阳广场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射阳县兴阳广场C区301-304号门市

1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东台望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东台市望海东路32号
1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金鹰新天地7号楼106二楼

1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解放南路永基广场133、224-226、319-321室
1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建湖湖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县城湖中南路148号
1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解放南路钱江方洲商业街189号
15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青年东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亭湖区青年东路59号锐轩财富广场3幢123、124、132、139、140室
16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盐都区福才村五组世纪大厦博客领地1幢3103、3087、3088（B）
1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建湖县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盐城市建湖县人民路新华书城5楼
1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世纪大道5号金融城1幢1-801、802室
1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经济开发区泰山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开发区软件园3号楼北4，北5
2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台海陵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东台市海陵中路78号
2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响水双园东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响水县双园东路370号
2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城南高新区钱江方洲南区23幢102室
23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解放南路2号金色家园3A幢201室
24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华邦东厦2幢3A13号
2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阳光商城B幢102室、103室、104室
2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世纪大道5号金融城3号楼浦发大厦108室
27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解放南路261号102室
2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阜宁城河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阜宁县城河路63号
2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滨海海滨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滨海县海滨大道90号
3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滨海红星南巷证券营业部 滨海县东坎街道红星南巷29号绿都佳苑15号商住、16号商办楼15-103室和15-104室
3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阜宁新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城南新区天津路城南大厦B座
32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迎宾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街道迎宾南路钱江方洲小区北区13B幢102室，13B幢102-1室
3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人民南路国际创投中心7楼7016东吴证券



3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阜宁射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镇射河东路盐城市第四制药厂职工住宅楼第八、九间

3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建军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建军中路68号
3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阜宁上海路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阜宁县崔湾村二、三组金城时代广场1幢05、06一楼门市（C）

3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58号中建大厦20楼
3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大丰健康东路证券营业部 大丰市区健康东路49号

扬州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汇东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文汇东路180号金马商务大厦3楼
2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邗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邗江路47号-103、203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扬子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413号双桥商务会所2001室、2001-1室
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扬州龙城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江都区龙城路19号中行大厦裙楼2-3楼
5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运河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运河西路185号东城国际大厦17层
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仪征大庆北路证券营业部 仪征市大庆北路99号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江阳中路409号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文昌中路571号(建业大厦）建松大厦-大堂101、201
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扬州文昌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西路10号紫金广场5层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宝应叶挺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宝应县叶挺东路10号
1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京华城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京华城路18号（端木大厦）2幢1308室
12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扬州邗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莱福花园C-3幢3号房

1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222号
1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368号
15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扬州维扬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维扬路399号桐园6幢102（一层）、103（一层）

1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扬州文昌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221号
1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中路1号运河城市广场B幢201室
1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扬子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中路757号1-104
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仪征真州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仪征市真州东路101号
2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新城河南路营业部 扬州市维扬经济开发区新城河南路14号107室
2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新城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新城河南路38号
2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汇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文汇东路231号
23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维扬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开发区维扬路106号（商城国际大厦）C-1幢办公1708
2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新城河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新城河路520号水利大厦附楼一层、二层

2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汶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汶河南路69号



2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汇西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文汇西路209号办公楼附属楼

2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扬州文汇西路证券营业部营业部 扬州市文汇西路268号4楼
2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扬州广陵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中路8号（华泰首席国际大厦）-16
2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高邮屏淮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高邮市屏淮路37号
3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阳中路403号商业01、405号商业02
3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宝应白田路证券营业部 宝应县鸿盛新城白田路大商业100号
32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扬子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中路723号
3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扬子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108号1-4002室
34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西路56号公元国际大厦812室
3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扬州江都龙川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江都区龙川路299号鸿益千秋7-S103、203室
3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扬州高邮文游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高邮市文游中路佳和城市花园商铺19号
3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工农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仪征市工农北路115-9号
38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维扬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维扬路106号商城国际大厦16楼
39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信息大道证券营业部 扬州信息服务产业基地8号楼108、109室
4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龙川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龙川南路208号
4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东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文昌东路2号环球金融城2号楼11层1107室
42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邗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邗江区邗江中路631号天润国际大厦2001室
4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汇东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文汇东路201号16-101、203号16-102
4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西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文昌西路公元国际大厦12楼
4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文昌中路406号
4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宝应苏中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宝应县苏中南路金桥生活广场6-1038
4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汶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扬州市汶河北路42号蓝天大厦三楼

镇江地区
序号 营业部名称 地址

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解放路267号四楼

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东吴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东吴路38号1幢第1层110室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北府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北府路27号-8-9
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华南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云阳街道华南路327号
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中新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中新路5号
6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红光路2号协信太古城二区商业2号楼101、102室（一楼）

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镇江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京口区中山东路301号苏宁广场塔楼A单元1504室
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镇江北府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润州区华都名城美锦苑79幢第1至2层101室



9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中山东路170号
1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金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金陵西路东方商城001幢5-1室
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达信街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润州区达信街万达广场C02幢1013、1014、1015、1016室
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徒谷阳中大道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中大道恒宇大厦131-133室
1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扬子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中市扬子中路139号
1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金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188号
1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句容华阳北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句容华阳北路1号
1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檀山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檀山路8号申华国际冠城60幢206、207
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正东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正东路39号4号楼第4层
1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阳凤凰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开发区凤凰路16-1号至16-3号
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市翠竹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翠竹南路235号
20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阳凤凰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开发区凤凰路16-27号至16-28号
2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镇江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解放路26号
2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云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路19号汇金天地028幢105室、202室
2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谷阳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新区谷阳路96号钻石铭苑6幢108室
2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句容宝塔路证券营业部 句容市华阳镇宝塔路E块底层

2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东方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报业大厦A座第14，15间门面房

2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黄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路66号E座第1至2层125、126室
2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学府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京口区学府路恒美嘉园2B幢第一层113室及第二层213室
2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春柳北路证券营业部 扬中市三茅街道春柳北路239号
2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句容华阳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句容市华阳东路开元商厦二楼

3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谷阳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新区谷阳路89号永隆城市广场骏景苑8栋111、112室
3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中山西路53号
3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9号物价局一楼

33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267号
3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金陵西路证券营业部 丹阳市金陵西路180号1-2门市

35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镇江市中山东路288-1号  212000
3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正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39号3号楼4楼
3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山东路营业部 镇江市中山东路188号紫金大厦B座七楼

38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江洲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中市江洲南路8-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