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理财产品

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银行”）签署的《理财产品销售服务代理协议》约定，

自即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山西银行为本公司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机构。 

此次调整后，本公司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机构名单如下：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 

法定代表人： 李晓鹏 

客户服务电话： 95595 

网址： www.cebbank.com 

 

2、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 8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 8层 

法定代表人： 李庆萍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0100 

网址： https://www.aibank.com 

 

3、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 26号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 26号 

法定代表人： 夏平 

客户服务电话： 95319 

网址： www.jsbchina.cn 

 

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庆春路 46号杭州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杭州市庆春路 46号杭州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震山 

客户服务电话： 95398 

http://www.cebbank.com/


网址： www.hzbank.com.cn 

 

5、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28-38号德力西大

厦 1幢 15-17层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28-38号德力西大

厦 1幢 15-17层 

法定代表人： 胡晓明 

客户服务电话： 95188 

网址： www.mybank.cn 

 

6、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银城中路

168号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银城中路

168号 

法定代表人： 金煜 

客户服务电话： 95594 

网址： www.bosc.cn 

 

7、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

栋 201 室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1819号深圳湾

科技生态园 7栋 A座 

法定代表人： 顾敏 

客户服务电话： 95384 

网址： www.webank.com 

 

8、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兰凤 

客户服务电话： 96067 

网址： www.suzhoubank.com 

 

9、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uzhoubank.com/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银城中路

188号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银城中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 任德奇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10、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

行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

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客户服务电话： 95555 

网址： www.cmbchina.com 

 

1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154号中山大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167号 

法定代表人： 陶以平 

客户服务电话： 95561 

网址： www.cib.com.cn 

 

1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号 

法定代表人： 高迎鑫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网址： www.cmbc.com.cn 

 

1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 

法定代表人： 刘连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http://www.cebbank.com/


 

1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 李庆萍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网址： www.citicbank.com 

     

1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 

法定代表人： 谢永林 

客户服务电话： 95511 

网址： bank.pingan.com 

 

16、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华裕 

客户服务电话： 95574 

网址： www.nbcb.com.cn 

 

1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89号东银大厦 

法定代表人： 郑杨 

客户服务电话： 95528 

网址： www.spdb.com.cn 

 

1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号 

法定代表人： 张金良 

客户服务电话： 95580 

网址： www.psbc.com 

 



19、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 谷澍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网址： www.abchina.com 

 

20、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88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 胡升荣 

客户服务电话： 95302 

网址： www.njcb.com.cn 

 

21、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1788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178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荣森 

客户服务电话： 95527 

网址： www.czbank.com 

 

22、中邮邮惠万家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80 号 25层、26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80 号 25层、26层 

法定代表人： 梁世栋 

客户服务电话： 400-118-8888 

网址： https://psbc-ubank.com 

 

23、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17 号首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17 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 霍学文 

客户服务电话： 95526 

网址： http://www.bankofbeijing.com.cn/ 

 

 



24、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号 

办公地址：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号 

法定代表人： 高计亮 

客户服务电话： 96588 

网址： http://www.shxibank.com 

 

具体代销的理财产品详见上述代销机构官方渠道。投资者也可依据理财产

品登记编码在中国理财网（www.chinawealth.com.cn）查询产品信息。 

 

特此公告。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光大理财的支持！敬请继续关注光大理财产品。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