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银行关于纸质询证函受理要求及联系方式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的通知》（财会〔2020〕12 号）及《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指引》相关要
求，我行将纸质询证函受理要求、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

纸质询证函受理要求：

1. 会计师事务所应采用财政部规定的询证函格式，在必要时可根据具体业务需要对询证函部分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如注册会计师执行函证工作的目
的、函证工作所遵循的准则，以及回函方式和联系方式等），询证函所列第 1-14 项及附表格式不可修改（如增加字段或删除字段）；
2. 会计师事务所向我行发出询证函前，企业应在询证函上加盖预留银行签章，骑缝章需与加盖在询证函上的预留签章保持一致；
3. 函证同一企业多个银行账户，且账户预留银行签章不同，若其中一个账户为授权扣款账户，询证函应当加盖授权扣款账户的预留银行签章；
4. 因企业账户注销或其他原因不能从授权账户扣收询证函手续费，会计师事务所应配合银行与企业进行沟通并缴纳询证函手续费；
5. 通过邮寄方式的询证函应由注册会计师直接发出，不可由企业或其他第三方代为发出；
6. 注册会计师现场办理询证函业务，应当提供身份证件原件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原件。
二、

如不满足上述要求，我行将对询证函进行退函处理；存在其他我行无法受理的情形（如被询证单位未在我行预留任何银行签章等情形），经

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后，我行对询证函进行退函处理。
三、

我行受理询证业务机构信息、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请根据账户开户所在分行邮寄相关资料。
分行

邮寄地址

受理分行范围（含二级分行）

北京分行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 号天银大厦 F3

北京

成都分行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99 号 1 栋 1 楼平安银行 成都、乐山、绵阳、德阳

联系方式
010-83757309/010-83757312
028-61805069/028-61805068

成都分行集中作业中心
大连分行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隆路 21 号

大连

0411-39055681/0411-39055676

佛山分行

佛山市禅城区东平新城区裕和路佛山新闻中心五区

佛山

0757-29236634/0757-29236647

温州分行

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道 1707 号亨哈大厦七层

温州

0577-88890563/0577-88879750

广州分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 1 号珠控商务大厦 2 楼 广州、广州自贸南沙分行、湛江、汕头 020-89270243/020-89270283
233 室

海口分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贸区金龙路 22 号深发展大厦

海口、三亚

0898-68596970/0898-68511075

杭州分行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 280 号平安金融中心 1 幢 7 楼

杭州、义乌、台州、绍兴、湖州、嘉兴 0571-89718632/0571-89718637

济南分行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7 号楼

济南、临沂、潍坊、东营、淄博、济宁、 0531

—

泰安

55681865/0531-55681862
0871-63159038/0871-63159068

昆明分行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路 1101 号

昆明、红河

南京分行

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 128 号和泰大厦

南京、常州、苏州、南通、泰州、徐州、 025-83168795/025-83168876
盐城、扬州、镇江

无锡分行

无锡市中山路 670 号

无锡

0510-81187630/0510-81187581

宁波分行

宁波市鄞州区海晏北路 123 号宏泰帝标大厦 20 楼

宁波

0574-87742789/0574-87071534

青岛分行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8 号金岭广场项目 2 号楼

青岛、烟台、日照、威海

0532-55525372/0532-55525359

上海分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上海

021-50154247/021-50154156

上海自贸试验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9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6 上海自贸

021-20776307/021-50978990

分行

号楼 3 楼平安银行

重庆分行

重庆市渝中区经纬大道 778 号

重庆、重庆自贸

023-63369803/023-63369807

天津分行

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 347-349 号平安银行 4 楼 405 室

天津

022-27419819/022-28010673

天津自贸试验区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四路 168 号融和广场 1 号 天津自贸
分行

楼 1 门 101 号

深圳分行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99 号四楼资产组

深圳、深圳前海

022-59061508/022-59061509

0755-82828171/0755-23936909

武汉分行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54 号宏城金都 1-3 层

武汉、荆州、襄阳、宜昌

027-86658275/027-86658268

珠海分行

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88 号国际科技大厦 8 层运营部

珠海、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分行

0756-2170819/0756-2170636

郑州分行

郑州市郑东新区九如东路和商务外环交叉口王鼎大厦 4 郑州、洛阳、南阳、开封

0371-89963391/0371-89963390

楼集中作业中心
沈阳分行

沈阳市和平区泰安路 34 号

沈阳、鞍山

024-31963586/024-31963654

太原分行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并州北路 6 号平安银行太原分行对 太原、晋中

0351-7775560/0351-7773321

公服务中心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市新华路 78 号

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

0311-68125035/0311-68125034

福州分行

福州市五四路 109 号东煌大厦三楼

福州、漳州、莆田、福建自贸试验区福 0591-88523731/0591-83510210
州片区

泉州分行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滨海街 109 号连捷国际中 泉州

0595-28207351/0595-28207356

心平安银行一层
厦门分行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莲前街道 82 号 37 楼

厦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

0592-5356977/0592-5356864

长沙分行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456 号亚大时代大厦二楼 长沙、衡阳、岳阳、常德

0731-85902096/0731-85902097

东莞分行

东莞市南城街道新城社区鸿福路 200 号海德广场 A 座 16 东莞

0769-26988048/0769-26988096

楼平安银行东莞分行
惠州分行

惠州市惠城区麦地东路 8 号泰豪绿湖新邨 A1-A3 栋 3 楼 惠州

0752-2889806

平安银行
中山分行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 1 号中环广场一座 7 楼

中山

0760-85119268/0760-85119350

合肥分行

合肥市蜀山区东流路西 999 号新城国际 D 栋二楼

合肥、芜湖、阜阳

0551-64368962/0551-64368963

贵阳分行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富力中心 A1 栋 22 楼

贵阳、遵义

0851-87168389/0851-87168429

南昌分行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商都路 88 号锐拓资本大厦平 南昌、赣州

0791-88550706/0791-88552916

安银行二楼集中作业中心
西安分行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240 号意达综合楼 1-3 层平安银行 西安、咸阳

029-89280656/029-89286031

南宁分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中新路 9 号

0771-2638662/0771-2638661

呼和浩特分行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 58 号乌兰 呼和浩特

南宁、柳州

0471-3166168/0471-3166161

财富中心 A 座 16 楼
乌鲁木齐分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如会展大道 乌鲁木齐

0991-8601056/0991-8601056

1119 号晚报传媒大厦 B 座 19 层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93 号（平安银行）

哈尔滨

0451-51008513/0451-51008502

兰州分行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4286 号（平安银行）

兰州

0931-6179921/0931-6179923

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正式生效，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