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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6/2021_2022__E6_B1_9F_

E8_A5_BF_EF_BC_9A_E5_c54_246454.htm 下列网点设有电子

银行服务区，配备上网电脑。统一咨询电话：95588 新增点:

中国工商银行南昌省府大院支行 南昌市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8

号 6266853、6223646城市 网点全称 网点地址 办公电话 南昌市

北京西路分理处 北京西路158号 0791-6391051 中山路分理处 

中山路206号 0791-6385001 广场分理处 中山路2号 0791-6263691

洗马池分理处 中山路261号 0791-6610592 北京西路师大分理处

北京西路463号 0791－8527117 青山路支行营业大厅 湖滨南路6

号 0791－8596554 安义县支行营业大厅 解放路4号 0791

－3421524 厚福分理处 象山南路57号 0791－6380266 阳明路分

理处 阳明路201号 0791-6803684 上海路分理处 上海路440号

0791-8326824 洪城路分理处 洪城大市场B区8号楼 0791-6502449

苏圃路支行营业大厅 苏圃路208号 0791-6393754 九江市 浔东

支行 浔阳东路93号 0792-2196955 十里支行 十里大道1107号

0792-2189622 星子支行 星子县南康大道121号 0792-2666308 九

江县分理处 九江县柴桑南路9号 0792-6810910 浔中支行 浔阳

路85号 0792-8222240 赣州市 工行赣州市北京路支行营业部 赣

州市北京路14-4号 0797-8290466 工行赣州市章江支行营业部 

赣州市大公路65号 0797-8227123 工行赣州市南门支行营业部 

赣州市营角上2号 0797-822233 工行赣州市文明大道支行营业

部 赣州市文明大道24号 0797-8139925 工行赣州市东阳支行营

业部 赣州市东阳山路36号 0797-8097763 工行赣州市创业支行



营业部 赣州市黄金开发区金岭路11-A19号 0797-8370697 工行

赣州市虔城支行营业部 赣州市红旗大道1号 0797-8136103 工行

赣州市西门支行营业部 赣州市红旗大道126号 0797-8316548 工

行赣州市贡江支行营业部 赣州市文清路39号 0797-8200316 工

行赣州市金房支行营业部 赣州市青年路11-1号 0797-8219158 

南康支行市政广场分理处 南康市金赣大道3号 0797-6605602 工

行赣州市南康支行营业部 南康市旭山南路13号 0797-6612245 

工行赣州市信丰支行营业部 信丰县阳明中路87号

0797-6104862 工行赣州市大余支行营业部 大余县建设路15号

0797-8722174 工行赣州市崇义支行营业部 崇义县中山路198号

0797-3812342 工行赣州市龙南支行营业部 龙南县八一九街1号

0797-3512324 工行赣州市宁都支行营业部 宁都县博生西路20

号 0797-6832251 工行赣州市于都支行营业部 于都县长征中

路39号 0797-6232614 工行赣州市兴国支行营业部 兴国县凤凰

大道89号 0797-5322496 工行赣州市瑞金支行红都大道分理处 

瑞金市红都大道49号 0797-2523214 工行赣州市瑞金支行营业

部 瑞金市中山北路88号 0797-2328306 工行赣州市会昌支行营

业部 会昌县红旗大道232号 0797-5622449 工行赣州市石城支行

营业部 石城县西华中路93号 0797-5712936 宜春市 北门支行 秀

江中路 0795-3589296 西门支行 中山西路 0795-3222451 东风支

行 东风大道 0795-3274237 袁州支行 袁山大道 0795-3560557 东

门支行 中山中路 0795-3273902 平安支行 平安路 0795-3217991 

樟树支行营业部 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56号 0795-7332522 

丰城支行营业部 江西省丰城市东方红大道222号 0795-6422774 

万载支行营业部 江西省万载县沿河东路22号 0795-8823129 上

高支行营业部 江西省上高县和平路82号 0795-2515046 高安支



行营业部 江西省高安市筠泉路32号 0795-5212061 奉新支行 江

西省奉新县冯川中路20号 0795-4622167 靖安支行 江西省靖安

县后港路55号 0795-4662706 宜丰支行 江西省宜丰县新昌西大

道42号 0795-2765490 铜鼓支行 江西省铜鼓县定江中路138号

0795-8722011 吉安市 吉安市分行营业部 吉州区井冈山大道103

号 0796-8328241 吉安吉州支行 吉州区永叔路229号

0796-8338424 吉安阳明路支行 吉州区阳明东路14号

0796-8225086 吉安支行 吉安县文山路23号 0796-8442150 吉水

支行 吉水县城文峰中大道544号 0796-3522590 新干广场支行 

新干县金川中大道27-3 0796-2603046 永丰支行 永丰县恩江南

路168号 0796-2510577 泰和大道支行 泰和县城白凤大道62-2号

0796-5332399 泰和支行东风分理处 泰和县城工农兵大道

0796-5332283 遂川支行 遂川县泉江镇东路大道45号

0796-6311422 安福支行 安福县平都镇武功山大道139号

0796-7622069 永新支行 永新县禾川镇繁荣街57号 0796-7722097

井冈山支行 井冈山市茨坪镇新市场路8号 0796-6553272 吉安城

建支行 吉州区井冈山大道213号 0796-8227045 抚州市 赣东支

行 抚州市赣东大道53号 0794-8223730 广昌分理处 广昌县建设

西路1号 0794-3623785 上饶市 信州支行信江分理处 上饶市信

江中路1号 0793-8223221 婺源工行营业部 星江路89号

0793-7352751 婺源支行星江分理处 文公路 0793-7351312 德兴

支行营业部 德兴市银城中路15号 0793-7524631 景德镇市 西市

区支行 瓷都大道589号 0798-8520549 乐平支行营业部 乐平市

翥山西路63号 0798-6833343 新厂支行 景德镇市新厂西路234号

0798-8444054 602所支行 景德镇市602设计研究所生活区

0798-8497404 昌河支行 景德镇市昌河生活区 0798-8496102 中



山路支行 景德镇市中山南路154号 0798-8524198 珠山路支行 

珠山中路110号 0798-8224388 鹰潭市 月湖支行营业部 环城西

路1号 0701-6681515 月湖支行四海分理处 胜利西路6号

0701-6681813 江铜支行营业部 江铜贵冶生活区 0701-3353627 

新余市 城南支行 抱石大道 0790-6222318 新亚新支行 劳动南路

0790-6224576 新城支行 仙来中大道79号 0790-6441033 萍乡市 

城北支行 开发区公园路 0799-6763829 安源支行 跃进路60号

0799-6835127 跃进支行 建设西路72号 0799-6393902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