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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中街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东环广场B座二层, 邮编：100027 010-6418282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小营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2号楼-3至25层101内7层701室 010-5904616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成大街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成都 锦江区 成都市武成大街1号,邮编：610017 028-865290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三北西大街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慈溪市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浒山街道三北西大街201号1-4层,邮编：315300 0574-6392501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中新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江苏省丹阳市中新路5号, 邮编：212300 0511-865711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龙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东莞市石龙镇新城区濠兴逸苑四期5号地铺及1-9号地铺二层 0769866221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北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福州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五一北路153号东侧正祥中心1#楼七层, 邮编：350001 0591-8782837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南城鸿福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200号4栋2单元30001室、30002室 0769-222293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州大道中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采编楼101、201、207室 020-861983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二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35号东门5楼, 邮编：510080 020-3763131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经纬二道街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道里区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22号 邮编：150010 0451-846483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杭州 上城区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484号A幢108室、B幢8层,邮编：310000 0571-879257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惠州麦地路营业部 广东省 惠州市 惠城区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61号麦科特国际大厦四楼 0752-211733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宾虹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金华 婺城区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路959号科信大楼一至三楼, 邮编：321017 0579-8239830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云南省 昆明市 五华区 昆明市人民中路26号光大证券, 邮编：650021 0871-6318386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广州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南京 鼓楼区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号龙世中心11楼, 邮编：210008 025-528522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金浦路证券营业部 广西省 南宁 青秀区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22号名都大厦十四层1401、1402、1403、1405、1406号房 ，邮编：53002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江大道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江东区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001幢（19-2）（19-3），邮编：315000 0574-8787075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海曙区 浙江省宁波市解放南路67-1号, 邮编：315000 0574-8732538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悦盛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江东区 宁波市江东区悦盛路359号007幢6-1、2、3、4、7、8、9　悦盛路361-363号007幢1-9(邮编：3150000574-873291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孝闻街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海曙区 浙江省宁波市孝闻街29弄2号, 邮编：315000 0574-8727460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城关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镇海区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沿江西路85号, 邮编：315200 0574-8626668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和义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海曙区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68号19-1、19-2 0574-8728490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上海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45号31楼, 邮编：200031 021-5831305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杨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233号2楼,邮编：200122 021-587769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上海 浦东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18号东立面1-2楼，邮编：200120 021－2023572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仙霞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上海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33号东方维京大厦108、301室  邮编：200336 021-6567899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区东安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上海 徐汇区 上海徐汇区东安路562号902室 021-3363287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兴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上海 闸北区 上海市闸北区中兴路1103号, 邮编：200070 021－567211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胜利东路北辰广场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绍兴 越城区 浙江省绍兴市胜利东路北辰广场1幢5楼, 邮编：312000 0575-851147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6017号都市阳光名苑裙楼3楼, 邮编：518040 0755-8830849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园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 罗湖区 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3号中海商城五楼, 邮编：518001 0755-8228717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十一纬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 沈阳 沈河区 沈阳市沈河区十一纬路169号, 邮编：110014 024-2328307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紫阳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 武汉 武昌区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133号, 邮编：430064 027-8807536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兴庆路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 西安 碑林区 西安市兴庆路98号兴庆花园3层, 邮编：710048 029-8321799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宁五四大街证券营业部 青海省 西宁市 城西区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48号， 邮编：810001 0971－614971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象山港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象山县 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象山港路501号三层，邮编：315700 0574-6571637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人民大道北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湛江市 开发区 广东省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北6号华和国际酒店1楼1号商铺 0759-222503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证券营业部 河南省 郑州 金水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25号附1号, 邮编：450003 0371-667629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民权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 重庆 渝中区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58号合景聚融广场1单元6楼, 邮编：400010 023-6371238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气象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宁海县 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气象北路289号, 邮编：315600 0574-8355591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广场南路证券营业部 南昌市 南昌 西湖区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205号恒茂国际华城17栋111、211、212号, 邮编：330003 0791-866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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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环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江北区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403号1-6、2-6，401号2-7，399号2-8 0574-8766255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民主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 遵义 红花岗区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民主路2号轻纺大楼6楼, 邮编：563000 0851-2822633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南雷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余姚市 浙江省余姚市南雷南路2号商会大厦南楼17层, 邮编：315400 0574-6285510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田安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泉州 丰泽区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田安北路288号青年大厦三楼,邮编：362000 0595-2827961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北一环路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 合肥 包河区 合肥市包河区南一环路（屯溪路58号）恒兴广场B区5楼,邮编：230000 0551-6463080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庆金融街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 大庆市 萨尔图区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金融街1号, 邮编：163311 0459-638000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淡水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惠州 惠阳区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金惠大道昊康花园C幢二楼，邮编:516211 0752-326312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平山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惠州 惠东县 惠州市惠东县平山华侨城西枝江畔怡景湾第四栋2、3层商铺，邮编：516300 0752-88978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发展大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蓬江区 蓬江区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大道178号1幢103第四层, 邮编：529000 0750-316613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冈州大道中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中3号雍翠华庭1座1401、1501 0750-66201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民主路证券营业部 新疆 乌鲁木齐 天山区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主路137号, 邮编：830002 0991-629878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海滨南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珠海 香洲 广东省珠海市海滨南路47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负一层B, 邮编：519015 0756-68682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 天河区 广州市珠江新城冼村路80号A2室自编号A2-3, 邮编：510623 020-3878708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地大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 荔湾区 广州市荔湾区红棉苑北区5-6栋一、二层, 邮编：510370 020-815981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山西省 太原 杏花岭区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路139号三层，邮编:030002 0351-303791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 长沙 雨花区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路218号12楼，邮编：410001 0731-886588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中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69号（新闻大厦13楼），邮编：410005 0731-8809979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六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佛山 禅城区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11号1座13楼07、08、09、10、11房, 邮编：528000 0757-8333388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绿景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佛山 禅城区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三路２２号帝景．卡士楼２层, 邮编：528000 0757-8320622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大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佛山 顺德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山中路101号正业大厦三楼, 邮编：528300 0757-2238275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北滘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佛山 顺德区 广东佛山顺德北滘镇建设北路102号天天商业大楼2座302、303、304、305、306号商铺, 邮编：5283000757-299981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安万松东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温州 瑞安市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170号第2层、172号1-2层 0577-668759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广西省 桂林 秀峰区 桂林市秀峰区中山中路39号南方大厦4楼4-1号,邮编：541000 0773-288088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展鸿路金融中心大厦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厦门 思明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21层01单元 邮编：361021 0592-77922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曲靖翠峰西路证券营业部 云南省 曲靖市 麒麟区 云南省曲靖市经开区翠峰西路1-77号, 邮编：655000 0851-8385830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李家沱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 重庆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正街5号商18号, 邮编：400054 023-628611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寮步石大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 东莞 东莞 东莞市寮步镇石大路银基大厦411,邮编：523400 0769-8332268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宁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青海 西宁市 城西区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154号1幢五、六层, 邮编：810001 0971-82197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建国大街证券营业部 青海 西宁市 城东区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建国大街26号 0971-813551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新碶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市 北仑区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东河路560号 0574-8688430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马场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之一1001、1009房 020-2216900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营业部 广东省 汕头市 龙湖区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华山路7号滨海大厦2楼 0754-8816819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敕勒川大街证券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5号绿地中央广场蓝海B座3层303 0471-495775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丽水灯塔街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丽水市 莲都区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灯塔街129号101室、201室 0578-25597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厚街镇 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南路明丰大厦西塔楼九层 0769-8593700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威远县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四川 内江市 威远县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南大街146号附2号三楼 832823309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王充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 绍兴 上虞 百官街道凤鸣路358号 05758258629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五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 大连 中山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47号6层 0411-398523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市 奉化区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中山东路461号 0574-8858361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公园街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内江市 市中区 四川省内江市公园街150号帝景商厦B区三楼 0832-20555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大朗长富西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大朗镇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求富路长富西路268号1号楼1610、1611、1612、1613室 0769-8123888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环城东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 广州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环城东路153号首、二层 020-28641166



IB营业部名称 所在省 所在市 所在区/县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A02层08、09b单元和2503单元 0755-836626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充白土坝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南充市 顺庆区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白土坝路344号2层1号、344号2层2号、344号2层3号、344号2层4号、344号2层5号、344号2层6号0817-215516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东方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镇江 丹阳 报业大厦A区第14.15间门面房 0511-869503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暨阳路营业部 江苏省 江阴市 澄江街道 江阴市暨阳路20号一层及五层 0510-8683782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南京市 秦淮区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389号凤凰和睿大厦606室 258457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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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惠路98号国检大厦东裙三楼 0512-6298680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融一街证券营业部 江苏 无锡 滨湖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10-1708室（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15号平安财富中心办公楼第4层）0510-85617711

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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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邗江区 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221号 0514-8790996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湖路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路绿景纪元大厦A栋53B 0755-8920283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福路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福路5号荣超英隆大厦A座5层06、07单元 0755-2837087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德三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05层04单元 0755-861921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宝岗大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市 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168号318室 020-8966799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 武汉市 江汉区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85号美林公馆一层 027-857602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正街证券营业部 / 重庆 渝中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08号 023-6881515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财富大道证券营业部 / 重庆 渝北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2号10-1、10-2、10-3 023-662941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围堤道证券营业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中豪世纪花园F幢底商 022-2333572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慈溪观海卫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观海卫镇金慈塑料城金龙楼15-18、19、21号 0574-6301319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裕华区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199号恒泰德钰名邸C座三层 0311-680191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丹桂街营业部 四川省 自贡市 自流井区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丹桂街居委会37组英祥商厦2层 0813-823001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承德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淮安市 清江浦区 淮安市清江浦区承德路81号华夏家园8幢2号 0517-835080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昆山市前进东路1239-4号 0512-36691659

光大证券上海虹口区东大名路营业部 上海 上海 虹口区 东大名路1050号绿地浦创商务大厦516室 021-399830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证券营业部 / 重庆 永川 重庆市永川区渝西大道中段918号3幢3D-1、3D-3 023-498287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大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常平镇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联冠广场1幢2楼 0769-8333682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德政中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万江区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德政中路222号113室 0769-2218928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塔城路营业部 上海 上海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塔城路885号3幢2楼 021-6997717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区人民南路营业部 上海 上海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南路333号 021-5719777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源永和东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河源市 源城区 河源市新市区东华路111号103号门店 0762-345596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路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16号东方科技大厦5层03A 0755-2664182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解放大路证券营业部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2677号 0431-8840076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大道证券营业部 海南省 海口市 金贸区 海口市金贸区国贸大道63号 13034990223

光大证券嵊州官河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绍兴市 嵊州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69-101号 0575813912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学星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东城街道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学星路76号1030室 0769-2168158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和路营业部 上海 上海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华和路280号 021-3652799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心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杭州 萧山区 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路62.66号 0571-8358183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绵阳跃进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绵阳 涪城区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6号长虹国际城二期北区29栋3楼31-37号 0816-28298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宝华街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鄞州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宝华街21号 0574-8795350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阳绵远街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德阳 旌阳 四川省德阳市区绵远街一段276号102生活广场B座第2层2-1号 0838-256559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文宗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嘉兴 海宁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文宗南路101号 0573-8732779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南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漳州市 芗城区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南昌中路31号丽园广场6幢D16号 0592-77922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大道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 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后台服务中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1.1期展示中心1-2层OVU创客星2楼218空间（自贸区武汉片区）027-6349989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庆丰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嘉兴 桐乡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庆丰南路79号 0573-8827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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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汉中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 汉中市 汉台区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8号 0916-253306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北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 上海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151号1幢10层、1层105室 021-5781263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十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 济南市 历下区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7703号华特广场A106和三层A区 0531-665991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学园中街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莆田市 城厢区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凤凰山街道学园中街60/66/88号201室 0594-230262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钱湖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宁波 鄞州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946号  0574-8821406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狮濠江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泉州市 石狮市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濠江路众和国际大厦十楼 0595-8399552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松山湖总部二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松山湖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部二路2号光大数字家庭一区1栋1号楼103室 0769-2289482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融大厦45层01B 020-3878708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民生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 上海 浦东新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1188号佳兆业金融中心901室 021-6165023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闸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 上海 静安区 上海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1楼111-113室 021-6019191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解放西街证券营业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银基时代大厦四层 0951-213066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唐延路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 西安 高新区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1号禾盛京广中心（T11）商场D座L1 029-8120938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西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 香港西路67号光大国际金融中心19楼 0532-8197909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三元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东莞市 南城区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三元路2号粤丰大厦1701B 0769-2863097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 上海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248号1503、1504室 021-6659236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春熙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红星路三段一号IFS国际金融中心二号办公楼1205号 028-8670249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丽泽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 北京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1号楼2层201-1室 010-8306702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襄阳檀溪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 襄阳市 襄城区 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山水檀溪A区明园1幢1单元6层3、5室 0710-351618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区卫清西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 上海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711号1-2层 021-3369668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碚峡西路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北碚区 重庆市北碚区碚峡西路15号2-2 023-603066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清昌大道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福州市 福清市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音西街道侨荣花园13#第一层105 023-6030663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朝阳区光华路东方梅地亚C座1506-1507 010-8595217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 上海 浦东新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元路58号3#楼904室-2 021-50818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