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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凤凰
新城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0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1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凤祥大道1339-
1349号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圣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0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绣大道3559号、
3559号附201号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通江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1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1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石鼓路
100、102、104号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柳河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4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8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镇奎光路
219号、22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白云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1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白云乡朝阳路18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长秋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4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长秋乡高韩村5组45号
附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朝阳湖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6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朝阳湖镇银杏路48号、
48号附1号、48号附2号、48号附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成佳支
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7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成佳镇兴成路73号、73
号附1号、73号附2号、73号附3号、73号附
4号、73号附5号、73号附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大兴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6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大兴镇九仙路中段27号、
27号附1号、27号附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复兴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5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复兴乡南大街36号、38
号、40号、42号、4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光明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6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朝阳大道1号附
18号、1号附19号、1号附2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寿安支
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9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寿安镇利民路中段21号、
21号附1号、21号附2号，新街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寿民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5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现门牌号为：四川省蒲江县寿安镇青龙
场镇113号、113号附1号、113号附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松华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5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寿安镇松华新街31号、
31号附1号、31号附2号、31号附3号、31号
附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天华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4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天华正街81号、
83号、83号附1号、83号附2号、83号附3号、
83号附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五星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5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寿安镇五星场镇35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西来古
镇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7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西来镇禹王街24号、24
号附1号、24号附2号、24号附3号、24号附
4号、24号附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华严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0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8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东路6号、
8号、10号、1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教育
街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0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8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阳教育街147
号，华金大道二段638号、64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龙王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7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镇裕康街
7号、9号、11号、11号附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南路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8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8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青华东路1号、
大弯南路228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玉虹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9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大东街
77号、79号、8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龙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昭觉寺横路2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自贸区
青白江铁路港片区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6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9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青白江区香岛大道8号现代物
流大厦B座1楼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柏水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9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柏水路
558、56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高宁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1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石云村4组
10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汉嘉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1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香城大道马超东
路段610、612、614、616、618号，兴乐北路1、
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军屯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4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嘉荟街16
号、18号、20号、2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利济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1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利济兴南
街14、16、18、20、2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龙桥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8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古兴街42
号、44号、4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龙桥廊
桥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17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廊桥步行
街39号、41号、43号、4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马家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2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升庵中路
7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清流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1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清渔街387、

389、391、393、395、397、399、401、403、40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清源路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3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静安路215
号、217号、21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太兴农
南街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0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泰兴镇泰南街59、
61、63、6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正因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正因南街129、131
号，正因南街西二巷2、4、6、8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竹友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0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1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竹友西
街90、92、94、9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1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安龙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安龙镇盆景路16、18、
20、22、24、26、28、30、3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崇义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1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崇义镇正街上街43、49、
51、53、55、57、5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大观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38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3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街90、
9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大乐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0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安龙镇东义街8、10、
12、14、16、18、20、2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驾虹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28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驾虹路105、10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江安
路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0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江安中路11、13、1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金凤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2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蒲阳镇和平街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聚源
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4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镇聚兴路55、57、
59、61、61号附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柳街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柳街镇古天上街50号
附2、3、4、5、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民兴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2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3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下兴街17、19、
21、23、25、27、2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祁园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98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崇义镇紫薇街41、43、
45、4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青城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3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正街125、
127、129、13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青城
山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5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药王路东段
74、76、78、80、8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瑞莲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1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北街1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上游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3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银杏街道办事处发展
路1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石羊
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4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石羊镇东大街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天马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2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天马镇车家桥街3、5、
7、9、1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向峨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3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3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向峨乡爱莲路78、80
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幸福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0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34号附
1、2、3、4号、申家巷2、4、6、8、1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徐渡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0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石羊镇徐兴路6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沿江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柳街镇玉沿街35号、
35号附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玉堂
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3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玉堂镇玉府街843、845、
84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中兴
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4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中兴镇商业街132、134、
13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胥家
路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4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镇学府路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胥家
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4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石龙上街59、61、6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槐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07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5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国槐街101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立交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52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合欢树街309号、
31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大面
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0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办事
处银河路1号6栋附127号、128号、129号、
130号、131号、132号、133号、134号、13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黄土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3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3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康庄西
街17、1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海窝子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2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新兴镇石狮南路4号、6
号、8号、1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万家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5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3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万家北街东段61
号、6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小渔洞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19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复兴路284号、
复兴路286号、复兴路288号、复兴路29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清河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8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7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释迦桥上
街130、13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友爱支
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2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7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三元正街
112、114、116、118、12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郫筒红
星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5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6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北大街398、
400、402、40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台商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6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8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天府街道天府街
中段35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丹景山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5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9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镇南郡路52、54
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葛仙山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3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0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葛仙山镇楠杨北街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龙门山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17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9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回龙街117号、
119号、121号、12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隆丰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4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0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隆丰镇新华路2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南部新
城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7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9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护贤西一路111、
113、115、117、119、12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西大街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68
许可证流水号：0070560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天彭街道西大街265、267
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海科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52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9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海科路东段614号、
616号、618号、620号、622号、624号、626号、
学海路79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华新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9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0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华新路53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淮北路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41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淮口镇大桥北头淮北路
4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黄家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6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3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三溪镇向阳街156、158、
160、162、16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金龙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6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3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金龙镇瓦窑街453、455、
457、459、46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龙威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65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新龙路7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隆盛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74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隆盛镇兴隆街140、142、
144、146、148、15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平桥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84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0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平桥乡兴平街5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三溪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70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3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三溪镇花园北街1、3号，
花园西街2、4、6、8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双流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8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云合镇双流船行街25、27
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五凤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402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五凤镇小凤街78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下正街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4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0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下正街496、498、
500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盐井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527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栖贤乡盐井街33、3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又新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4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又新镇新乐西街77、79、
81、83、8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云合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8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云合镇云桥街6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云绣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5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花家坪街340、342、
34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竹篙支
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下正街272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转龙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52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转龙镇桂龙街134、136、
138、140、142、144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根香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07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北二路4号
附4号、4号附5号、4号附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鞋都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1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
处马家河社区簇马路三段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扬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027
许可证流水号：00706120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路3、5、7号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

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