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 0 1 7 年 第 7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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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现予以公告。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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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郯城郯中

支行
机构编码：B0179S337130024

许可证流水号：663845

住所：郯城县郯东路与皇亭路交汇处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5日

山东沾化青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机构编码：S0119H337160001

许可证流水号：662672

住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路57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日

曹县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

公司庄寨支行

机构编码：S0010S337170001

许可证流水号：603887

住所：曹县庄寨镇九龙大厦东

附楼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4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 0 1 7 年 第 8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国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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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现予以公告。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机构编码：B0176B237150001

许可证流水号：606381

住所：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西路117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 0 1 7 年 第 9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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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现予以公告。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机构编码：B0011B237060001

许可证流水号：606382

住所：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13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沂源博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张庄支行

机构编码：S0020S337030009

许可证流水号：602943

住所：沂源县大张庄镇驻地、

沂蒙路西侧、新村北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沂源博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桥支行

机构编码：S0020S337030010

许可证流水号：602944

住所：沂源县石桥镇东北庄

村、博沂路北侧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沂源博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埠下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S0020S337030011

许可证流水号：602945

住所：沂源县城埠下路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营市胜坨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37050019

许可证流水号：547320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永

莘路南侧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营市垦利开发区营业

所

机构编码：B0018A337050027

许可证流水号：547321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

195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营市永安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37050033

许可证流水号：547322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新

博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北角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东营莱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鸿港支行

机构编码：S0004S337050032

许可证流水号：547326

住所：东营市东营区太行山路

鸿港花苑临街2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0日

东营莱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文汇支行

机构编码：S0004S337050033

许可证流水号：547327

住所：东营市东营区淄博路

14—1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0日

广饶梁邹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码头支行

机构编码：S0018S337050004

许可证流水号：547328

住所：广饶县大码头镇静笃花

苑小区门口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分行现代星城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4U337050010

许可证流水号：547330

住所：东营市东营区北二路53

号金辰现代星城2号楼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莱阳胶东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冯格庄支行

机构编码：S0071S337060003

许可证流水号：662183

住所：莱阳市龙门西路300号

梨乡综合楼0001—105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7日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芝罘区魁玉路分理处

机构编码：B1444U337060018

许可证流水号：662184

住所：芝罘区魁玉路颐和苑

375号19号楼附7、附8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市东油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37060062

许可证流水号：662185

住所：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

60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幸福里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04U337060037

许可证流水号：662218

住所：莱州市文昌路街道碑坡

街102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牟平胶东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莒格庄支行

机构编码：S0070S337060004

许可证流水号：662219

住所：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

府前大街5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祥泰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37010056

许可证流水号：606378

住所：济南市英雄山路129号祥泰广场1号楼
10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解放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37010058

许可证流水号：606379

住所：济南市解放东路16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大观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37010003

许可证流水号：606380

住所：济南市经四路28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6日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

融服务中心济南分中心
机构编码：B0171X237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606384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121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桓台

支行
机构编码：B0170S337030003

许可证流水号：602942

住所：淄博市桓台县东岳路700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1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龙山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37040019

许可证流水号：548244

住所：滕州市大同北路嘉誉商贸城A1—1号
营业房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6日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滕州
学院路支行

机构编码：B0170S337040002

许可证流水号：548245

住所：滕州市学院中路丽都水岸小区营业房
1—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
文化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37040008

许可证流水号：548246

住所：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与华山路交界十
字路口西南角富翔庄园一楼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营市垦利支

行
机构编码：A0002S337050002

许可证流水号：547319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育才路186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

农高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37050009

许可证流水号：547329

住所：东营市农业高新区广北路9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
东营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37050014

许可证流水号：547332

住所：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城路31号2

号楼10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果都
支行

机构编码：B0173S337060019

许可证流水号：662180

住所：烟台市栖霞市跃进路大成门小区6号楼
10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东莱

支行
机构编码：B0173S337060020

许可证流水号：662181

住所：烟台市龙口市南巷商贸街307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旌旗

支行
机构编码：B0173S337060021

许可证流水号：662182

住所：烟台市莱阳市旌旗西路60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玲珑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37060021

许可证流水号：662217

住所：招远市玲珑路228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龙矿

支行
机构编码：B0173S337060022

许可证流水号：662220

住所：龙口市西城区振兴南路C—8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登州
支行

机构编码：B0173S337060023

许可证流水号：662221

住所：蓬莱市市府路1号内黄海花园东区S2号
楼11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开发

支行
机构编码：B0173S337060024

许可证流水号：662222

住所：招远市温泉路11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莱山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337060007

许可证流水号：662223

住所：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131号一楼网点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寿光
支行

机构编码：B0012S337070003

许可证流水号：604612

住所：寿光市圣城东街与尧河路交叉口寿光市全福
元中心总部办公大楼1—2层(寿光市圣城东街21998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3日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花园

支行

机构编码：B0543S337170059

许可证流水号：603886

住所：菏泽市大学路和牡丹路交叉路口

东北角龙田府邸第1座1单元01158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3日

山东定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仿

山支行

机构编码：B0821S337170031

许可证流水号：603888

住所：定陶区仿山镇仿山开发区商圣旅

游文化园对面临商路东侧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4日

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福支

行

机构编码：B0529S337040078

许可证流水号：548233

住所：薛城区黄河路123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5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

垦利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50002

许可证流水号：547323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207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

黄河口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50006

许可证流水号：547324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绿洲二路

中段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

中兴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50037

许可证流水号：547325

住所：东营市垦利区中兴路60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

东营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50010

许可证流水号：547331

住所：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与西三路交

叉口西北角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区

前七夼支行

机构编码：B1444S337060074

许可证流水号：662178

住所：莱山区鑫都花园13号楼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

水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60065

许可证流水号：662179

住所：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文朱路北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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