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销售人员公示
机构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龙秀芳
序号 城市

分支行

网点名称

1 长沙 银德支行

银德支行营业部

2 长沙 银德支行

通泰支行

网点地址

芙蓉中路三段266号弘林大厦101E
芙蓉中路三段266号弘林大厦101E

3 长沙 银德支行

信诚支行

天心区五凌路45号

4 长沙 银德支行

高桥支行

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318号

5 长沙 银德支行

古曲路支行

雨花区古曲南路198号茂华禧都会103-104号

6 长沙 银德支行

天心支行

天心区湘府中路369号星城荣域综合楼1层104、105号

暮云支行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芙蓉南路四段198号

长沙 南城支行

白沙支行

白沙路156号

长沙 南城支行

德宇支行

万家丽中路130号

长沙 南城支行

电广支行

广播电视中心大楼西侧综合楼

长沙 南城支行

南城支行营业部

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

长沙 南城支行

瑞昌支行

芙蓉区八一路10号天佑大厦

长沙 南城支行

湘江支行

曙光中路298号（天翼未来城8栋104、105、106号）

长沙 南城支行

迎宾支行

迎宾路237号

长沙 南城支行

友谊支行

韶山北路442号

16 长沙 望城支行

望城支行营业部

望城区望城大道98号湘峰广场大厦

17 长沙 望城支行

金山支行

望城区雷锋大道长沙北纬28°项目第B1、A2地块商业街107号、108号、109号、
110号

18 长沙 望城支行

金瑞支行

望城县金星北路399号

19 长沙 望城支行

钰龙支行

望城县金星北路399号

20 长沙 望城支行

雷锋支行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星星大道89号

21 长沙 星城支行

科技新城支行

长沙县东六路77号科技新城C6栋一楼

22 长沙 星城支行

松雅支行

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路598号

23 长沙 星城支行

月湖支行

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二段338号

7 长沙 银德支行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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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长沙 星城支行

星城支行营业部

长沙县长沙经济开发区开元路17号

25 长沙 星城支行

长沙县黄花社区支行

长沙县黄花镇黄谷路6号

26 长沙 星城支行

营业部

长沙县长沙经济开发区开元路17号

27 长沙 星城支行

星沙支行

长沙县星沙镇板仓路98号

28 长沙 星城支行

榔梨支行

长沙县榔梨街道波隆城市花园5栋105、106、107、108号门面

29 长沙 科技支行

科技支行营业部

岳麓区文轩路27号麓谷企业广场金融大厦裙楼

30 长沙 科技支行

硅谷支行

岳麓区潇湘中路328号58众创大厦1-2层东北侧门面

31 长沙 科技支行

高新支行

岳麓区东方红路与谷苑路交汇处东北角东方红大楼西北侧1-2层门面

32 长沙 开福支行

兴汉门支行

开福区蔡锷北路419号

33 长沙 开福支行

四方支行

开福区车站北路579号湘域智慧

34 长沙 开福支行

华联支行

芙蓉区五一西路二号第一大道一楼

35 长沙 开福支行

东风路支行

开福区东风路248号

36 长沙 开福支行

浏阳河支行

开福区开福寺东路50号

37 长沙 汇丰支行

汇丰支行营业部

芙蓉中路一段433号

38 长沙 汇丰支行

恒泰支行

天心区木莲路187号

39 长沙 汇丰支行

鑫泰支行

天心区友谊路560号

40 长沙 汇丰支行

华夏支行

解放西路308号

41 长沙 汇丰支行

华瑞支行

劳动东路379号

42 长沙 汇丰支行

金霞支行

开福区黄兴北路北辰三角洲奥城E3区10813-10821号门面

43 长沙 总行营业部 总行营业部

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

44 长沙 汇融支行

朝阳支行

车站南路15号格蓝康都一楼

45 长沙 汇融支行

东塘支行

劳动中路79号

46 长沙 汇融支行

汇融支行营业部

芙蓉中路三段558号现代空间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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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长沙 汇融支行

解放东路支行

芙蓉区车站中路39号宇成朝阳4栋一楼

48 长沙 汇融支行

建湘支行

城南中路163号

49 长沙 汇融支行

顺龙支行

雨花区环保大道圭白路16号

50 长沙 汇融支行

湘府路支行

雨花区湘府东路258号双塔国际广场03号

51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洋湖支行

潇湘南路一段368号中盈广场B栋

52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河西支行

岳麓区银杉路459号

53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先导区支行

桐梓坡路485号沁园春·御院8栋裙楼

54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金政支行

岳麓区岳华路279号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5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麓山支行

岳麓区麓山路29号

56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大学城支行

岳麓区麓山南路586号

57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含浦支行

岳麓区学士路168号天聿商务楼

58 长沙 湘江新区支行湘江新区支行营业部

岳麓区金星南路300号公园道大厦

59 长沙 金城支行

高建支行

芙蓉区车站北路148号

60 长沙 金城支行

五一支行

天心区城南西路28号中域蓉成大厦

61 长沙 金城支行

金城支行营业部

芙蓉区藩后街36号湘域城邦东栋110号

62 长沙 金城支行

汇金支行

雨花区汇金路777号芙蓉里A2栋120室

63 长沙 金城支行

韭菜园支行

韭菜园226号

64 长沙 高信支行

城南东路支行

城南东路115号

65 长沙 高信支行

高升路支行

雨花区高升路268号和馨佳园4栋底层门面102、103号

66 长沙 高信支行

高铁新城支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东路415号金轮星光名座佳苑5栋

67 长沙 高信支行

环保支行

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59号

68 长沙 高信支行

韶山路支行

韶山路153号上海城一楼

69 长沙 东城支行

文艺支行

芙蓉区韭菜园南路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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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长沙 东城支行

东城支行营业部

芙蓉区远大一路636号

71 长沙 东城支行

蔡锷路支行

芙蓉区蔡锷中路42号

72 长沙 东城支行

中南支行

星沙镇中南汽车世界L18栋

73 长沙 东城支行

锦泰支行

芙蓉区远大一路280号

74 长沙 东城支行

人民东路支行

芙蓉区隆平路169号

75 长沙 湘银支行

树木岭支行

劳动东路139号新城新世界A4栋103、104、105号门面

76 长沙 湘银支行

荷花园支行

劳动东路139号新城新世界A4栋103、104、105号门面

77 长沙 湘银支行

曙光支行

韶山北路2号

78 长沙 湘银支行

湘银支行芙蓉支行

雨花区韶山北路172号

79 长沙 湘银支行

湘银支行营业部

八一路172号

80 长沙 湘银支行

丰瑞支行

芙蓉中路一段669号人力资源大楼二楼

81 长沙 湘银支行

香樟路支行

雨花区香樟路583号9栋104-110号门面

82 长沙 华龙支行

华龙支行营业部

建湘南路151号

83 长沙 华龙支行

华兴支行

天心区南湖路458号蓝湾国际广场114-115号、123号门面

84 长沙 华龙支行

联汇支行

五一大道291号

85 长沙 华龙支行

华祥支行

建湘南路151号

86 长沙 华龙支行

华凯支行

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52号凯乐国际城一楼

87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

88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营业部-市民之家社区支行
宁乡市玉潭镇花明北路行政中心北侧市民之家一楼

89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金海支行

宁乡县玉潭街道花明路（金海花园）2栋

90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营业部

宁乡县花明北路348号中源凝香华都41号

91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宁乡经开区支行（筹）
长沙市宁乡市高新区金洲北路1号湖南省大学科技产业园1栋北侧106号

92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金洲科技支行长沙市宁乡市高新区金洲北路1号湖南省大学科技产业园1栋北侧106号

宁乡县花明北路348号中源凝香华都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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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长沙 宁乡支行

宁乡支行宁乡黄材支行宁乡县黄材镇黄材大道

94 长沙 高信支行

高信支行营业部

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106号

95 长沙 高信支行

侯家塘支行

雨花区芙蓉中路二段297号蔚都大厦南楼

96 常德 常德分行

分行营业部

常德市武陵区柳叶大道2711号

97 常德 常德分行

常德科技支行

常德市建设路鸿昌国际商住楼

98 常德 常德分行

常德高新区支行

常德市灌溪镇高新区工业园B区101号

99 常德 常德分行

澧县支行

常德市澧县澧阳街道办事处珍珠居委会澧浦大道嘉和上都小区旁一楼门面

100 常德 常德分行

桃源支行

桃源县漳江镇武陵西路008号

101 常德 常德分行

安乡支行

常德市安乡县浙江路金牛广场

102 常德 常德分行

汉寿支行

常德市汉寿县龙阳镇芙蓉中路天济城A1栋西侧

103 常德 常德分行

石门支行

常德市石门县楚江街道观山社区零阳路012号

104 常德 常德分行

津市支行

常德市津市市津澧大道与孟姜女大道交汇处

105 常德 常德分行

鼎城支行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善卷社区泽云上城2号楼

106 常德 常德分行

临澧支行

临澧县朝阳东街24号

郴州分行营业部

郴州市南岭大道946号

108 郴州 郴州分行

安仁支行

郴州市安仁县八一中路

109 郴州 郴州分行

嘉禾支行

郴州市嘉禾县金鑫嘉园A栋一楼

郴州 郴州分行

郴州友阿支行

郴州友阿国际广场一楼

郴州 郴州分行

郴州分行苏仙支行

郴州市苏仙区青年大道832号碧桂园综合楼

郴州 郴州分行

郴州分行永兴支行

郴州市永兴县便江街道320号

郴州 郴州分行

资兴支行营业部

资兴市资兴大道汇源名邸一楼107-108号

郴州 汝城支行

汝城支行营业部

汝城县新财政局大楼长沙银行

资兴支行

资兴市资兴大道汇源名邸一栋一层107-108号、二层201-202号

107

110
111
112
113
114

郴州 郴州分行

115 郴州 郴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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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广州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22号首层自编103、黄埔大道西122号之二701-705、
801-805、901-905房

117 广州 广州分行

广州粤能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8号港湾广场港口中心裙楼首层自编2单元

118 广州 广州分行

广州东风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40号东方金融大厦103号

119 广州 广州分行

广州黄埔支行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1号A4栋首层101、102、103单元

120 广州 广州分行

广州江湾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8号港湾广场港口中心裙楼首层自编2单元

121 衡阳 衡阳分行

衡阳县支行

衡阳县西渡镇清江中路天鹅丽都小区1栋

122 衡阳 衡阳分行

珠晖支行

衡阳市珠晖区湘江南路南1号创景外滩临广东路一层门面

123 衡阳 衡阳分行

衡阳分行营业部

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9号街区

124 衡阳 衡阳分行

祁东支行

祁东县洪桥镇南山路101号

125 怀化 怀化分行

怀化分行营业部

怀化市经济开发区天星西路与舞阳大道交汇处电器大市场2号幢101

126 怀化 怀化分行

通道支行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大道逸品华西一期3号楼1、2层

127 怀化 怀化分行

怀化鹤城支行

怀化市鹤城区金海路143号

128 怀化 怀化分行

辰溪支行

怀化市辰溪县辰阳镇气象北路01栋

129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官渡支行

浏阳市官渡镇官张西路2号长沙银行

130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支行零售业务部

浏阳市劳动南路118号

131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经开区支行

浏阳市经开区万象城广场长沙银行

132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支行营业部

浏阳市劳动南路118号

133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金刚支行

浏阳市金刚镇金刚大道

134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古港社区支行

浏阳市古港镇桐坑北路266号

135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马鞍山社区支行

浏阳市神仙坳社区马鞍山街34号

136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联城支行

浏阳市行政中心威尼斯一楼

137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文家市社区支行

浏阳市文家市镇开元大道

138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永安支行

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明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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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花炮支行

浏阳市大瑶镇花炮大道长沙银行

140 浏阳 浏阳支行

浏阳支行运营部

浏阳市劳动南路118号

141 娄底 娄底分行

新化立新桥社区支行

新化县上梅路与天华路交汇处永泰商业广场第27、28、29号门面

142 娄底 娄底分行

娄底娄星支行

娄底市娄星区乐坪东街与娄星南路交汇处恒隆国际大厦一、二层

143 娄底 娄底分行

双峰支行

双峰县国藩路与艺芳街交汇处恒顺世家S9号楼

144 娄底 娄底分行

涟源支行

涟源市人民路86号（涟源市原卫生局办公楼一、二层）

145 娄底 娄底分行

新化支行

新化县上梅街道上梅东路37号门面

邵阳分行

邵阳分行营业部

邵阳市大祥区邵阳大道与邵檀路交汇处邵阳名人国际花园8号楼

邵阳分行

武冈支行

武冈市春光路与恒丰路东北角特色产业办办公大楼

邵阳分行

邵阳邵东支行

邵东县昭阳大道449-451号

邵阳分行

邵阳邵阳县支行

邵阳县塘渡口镇振羽大道汽车东站进站口旁

邵阳分行

邵阳隆回城东路社区支行
隆回县城东路荣兴国际大厦县政务中心斜对面

邵阳分行

隆回支行营业部

隆回县桃洪镇桃洪西路28号

邵阳分行

邵阳双清支行

邵阳市邵阳大道与屏丰路交汇处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A1块地

邵阳分行

武冈乐洋路社区支行

武冈市乐洋路中段原工商行政管理局门面

湘潭 湘潭分行

湘潭分行营业部

湘潭市岳塘区湘潭大道52号

湘潭 湘潭分行

湘潭县支行

湘潭县易俗河镇凤凰中路332号

湘潭 湘潭分行

湘潭九华支行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管委会一楼

157 益阳 益阳分行

南县支行

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兴盛东路长沙银行

158 益阳 益阳分行

资阳支行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东路与文昌路交界处锦绣欣城

159 益阳 益阳分行

赫山支行

益阳市赫山区康城上品25栋商铺

160 永州 永州分行

永州分行营业部

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江东路568号滨江一号1栋

161 永州 永州分行

道县支行

永州市道县潇水中路20号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基金销售人员公示
机构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龙秀芳
序号 城市

分支行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162 永州 永州分行

宁远支行

永州市宁远县九嶷南路印山花园紫翠阁

163 永州 永州分行

东安支行

东安县白牙市镇舜皇大道141号（金源大厦）

164 永州 永州分行

江永支行

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永明东路和环城东路交汇处

165 永州 永州分行

永州湘永路社区支行

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永路289、291号

166 永州 永州分行

零陵支行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道与湘口馆路交汇处

167 永州 永州分行

蓝山支行（筹）

蓝山县新建路240号长沙银行蓝山支行

168 岳阳 岳阳分行

岳阳分行营业部

岳阳市岳阳楼区站前西路75号金中环广场一、二、三楼

169 张家界张家界分行 张家界分行营业部

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场路与滨河路交叉处（维港御景湾2栋一、二楼）

170 张家界张家界分行 慈利支行

慈利县零阳镇紫霞居委会火车站广场

171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芦淞支行

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88号环球国际商贸中心门面

172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天元支行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耀华锦园1-2栋102号门面、2栋201号门面

173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分行营业部

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39号

174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荷塘支行

株洲市荷塘区红旗南路366号银泰财富广场1号楼

175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田心支行

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108号国际住宅小区

176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渌口支行

株洲市渌口区津口东路与瑞和广场交界处一楼

177 株洲 株洲分行

株洲醴陵支行

株洲醴陵市新华联商业广场E2-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