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承兑行名称 分类 序号 承兑行名称 分类
1 国家开发银行 一类 47 贵阳银行 四类
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一类 48 江西银行 四类
3 中国工商银行 一类 49 甘肃银行 四类
4 中国农业银行 一类 50 昆仑银行 四类
5 中国银行 一类 51 九江银行 四类
6 中国建设银行 一类 52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四类
7 交通银行 一类 53 河北银行 四类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一类 54 温州银行 五类
9 兴业银行 一类 55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五类
10 招商银行 一类 56 东亚银行（中国） 五类
11 中信银行 一类 57 威海市商业银行 五类
12 中国民生银行 一类 58 洛阳银行 五类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一类 59 长安银行 五类
14 中国光大银行 一类 60 赣州银行 五类
15 平安银行 一类 61 宁夏银行 五类
16 华夏银行 一类 62 台州银行 五类
17 广发银行 一类 63 华融湘江银行 五类
18 北京银行 二类 64 齐鲁银行 五类
19 上海银行 二类 65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五类
20 南京银行 二类 66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五类
21 宁波银行 二类 67 乌鲁木齐银行 五类
22 江苏银行 二类 68 青海银行 五类
23 浙商银行 二类 69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24 渤海银行 三类 70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25 徽商银行 三类 71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26 杭州银行 三类 72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27 天津银行 三类 73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28 广州银行 三类 74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29 中原银行 三类 75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30 长沙银行 三类 76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31 重庆银行 三类 77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32 郑州银行 三类 78 江阴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33 成都银行 三类 79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34 厦门银行 三类 80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 五类
35 北京农商行 三类 81 晋商银行 五类
36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三类 82 泉州银行 五类
37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三类 83 海峡银行 五类
38 苏州银行 四类 84 贵州银行 五类
39 兰州银行 四类 85 云南富滇银行 五类
40 东莞银行 四类 86 桂林银行 六类
41 汉口银行 四类 87 厦门国际银行 六类
42 重庆三峡银行 四类 88 大连银行 六类
43 西安银行 四类 89 天府银行 其他银行
44 珠海华润银行 四类 90 廊坊银行 其他银行
45 青岛银行 四类 91 华兴银行 其他银行
46 湖北银行 四类 92 南粤银行 其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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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兑人名称 分类
1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2 南方电网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3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4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5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6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7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8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9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1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1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2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3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4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5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6 首都机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17 中铁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18 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19 中交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20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21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22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23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24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一类
25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一类
26 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27 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28 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二类
29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二类
30 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1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二类
32 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3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4 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5 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二类
36 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7 中车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8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二类
39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票二类
40 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票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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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次承兑人只开放总公司层级，分公司承兑及代理接入模式的财票

不在极速贴现范围内。

              2、代理接入模式即票面承兑人开户行行号非财务公司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