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一卡通”账户内地见证开户网点清单 

分行名称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总行营业部 总行营业部（暂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一楼 0755-83195334 

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2 号新闻大厦一楼 0755-82092021 

深圳分行 深圳上步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红岭南路红岭大厦一楼 0755-25864604 

深圳分行 
深圳中心城支行 

（原深圳东园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圳 CBD 福华一路新怡景商业中心 L 层 RL1094 号 

（即中心城东大门，大中华西边） 
0755-82249490 

深圳分行 深圳市民中心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黄埔雅苑商场综合楼首层 0755-82987760 

深圳分行 深圳卓越财富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68 号卓越时代广场 2 楼 0755-82719521 

深圳分行 深圳新世界财富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 层 0755-82520601 

深圳分行 深圳福强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御庭苑首层 9 号 0755-83431252 

深圳分行 深圳福民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众孚大厦一楼西侧 0755-83866270 

深圳分行 深圳泰然金谷支行(暂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首层 0755-83246467 

深圳分行 深圳华侨城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东方花园综合楼一楼 0755-26609248 

深圳分行 深圳科技园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首层 0755-86018418 

深圳分行 深圳高新园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区高新南七道德维森大厦首层 0755-86187682 

深圳分行 
深圳盐田支行 

(原深圳沙头角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官吓路 69 号瀚海东岸首层 0755-25558801 

深圳分行 深圳龙岗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祥大道 8029 劳动社保大厦一楼 0755-28920331 

深圳分行 珠海营业部 广东省珠海市九洲大道 1263 号云海酒店东侧一、二、三层 0756-3292801 

广州分行 
广州体育东路支行 

(原广州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38 号首层 020-38781875 



                                                                         
广州分行 广州海珠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江南西路 63 号 020-84481853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开发区支行 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 428 号首层 020-82069930 

广州分行 广州分行锦城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850 号锦城大厦首层 020-87348061 

佛山分行 佛山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23 号鸿业豪庭首层 0757-83300316 

佛山分行 佛山容桂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凤祥南路 7 号怡富楼一、二层 0757-23619999 

佛山分行 佛山乐从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洲村委会第二工业区 11 号 B 南 17 号 0757-28909978 

佛山分行 佛山顺德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云良路 71 号投资大厦二至三层 0757-22369994 

佛山分行 佛山南海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中 69 号丽雅苑南区二、三、四号 0757-86299990 

佛山分行 佛山大沥支行 广东省佛山南海区大沥沥苑路都市海逸酒店首层 0757-85599994 

佛山分行 佛山季华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七路 2 号怡翠玫瑰园 5-8 座 0757-86259978 

佛山分行 佛山三水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张边路 6 号恒达花园 A 区首层 0757-87759911 

佛山分行 佛山城南支行 广东省佛山市魁奇一路 11 号一区首层 0757-83166788 

东莞分行 东莞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 200 号 0769-22301712 

东莞分行 东莞厚街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南路四巷九号 0769-85089689/85089686 

东莞分行 东莞虎门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金龙路原交警中队大楼首层（豪门大饭店路口转右） 0769-85186828/81512377 

东莞分行 东莞长安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青路明珠广场 0769-85646811 

东莞分行 东莞南城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元美路华凯广场首层 0769-23186688/23183816 

东莞分行 东莞常平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嘉美豪苑 101 号 0769-81089988/81089977 

东莞分行 东莞大朗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长盛南路 58 号（体育馆对面） 0769-81119898/81119820 

东莞分行 东莞塘厦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迎宾大道湖景路隆福花园 7栋 1-6 号 0769-82036688/82033005 

东莞分行 东莞西城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万道路盛世华南三号楼首层 0769-23178808/23178801 



                                                                         
东莞分行 东莞北区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中路聚豪名轩首层 0769-81388988/81388388 

东莞分行 东莞旗峰支行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星河传说 IEO 国际街区 3 号楼 0769-23286161/23286163 

合肥分行 合肥分行营业部 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169 号招行大厦（杏花公园旁） 0551-2827336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1 号 021-58790443 

上海分行 上海淮中支行 上海市淮海中路 398 号 021-53821866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外滩支行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6 号 021-63523900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长宁支行 上海市长宁路 1302 号 021-52729951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新天地财富管理中心 

(原新天地支行) 
上海卢湾区兴业路 193 号 021-53829922 

上海分行 上海分行张江支行 上海市科苑路 88 号 021-50806828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23 号 0571- 87395650 

杭州分行 杭州中山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中山北路 310 号 0571- 85789000 

杭州分行 金华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金华市双溪西路 45 号 (体育馆往东 200 米) 0579-82195555 

杭州分行 绍兴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绍兴市胜利东路 357 号 0575-85081888 

杭州分行 温州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吴桥路 300 号鸿盛锦园一楼 0577-88077502/88073982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高新支行 杭州市文三路 488 号 0571-88931279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钱塘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号 0571-87165166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城西支行 杭州市文一西路 170 号 0571-88911706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庆春支行 杭州市庆春路 137-2 号 0571-87217815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湖州支行营业部 浙江省湖州市苕溪西路 138 号 0572-2695555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 招商国际金融大厦一层东北角 010-66427121/66426622 

北京分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地下一层 010-84987347/84987476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东三环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号 (三元东桥西南角) 010-64620963/64613054 

北京分行 北京分行西三环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 银都大厦一层 (航天桥向西 200 米路北) 010-68718147/68718141 

济南分行 济南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共青团路 7 号 0531-86126322 

成都分行 成都分行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一号招商银行大厦(锦江宾馆斜对面) 028-61816139/61816154 

成都分行 成都高新支行 四川省成都市新光路 8号 028-85190022 

昆明分行 昆明分行营业部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 48 号 0871-3182185 

武汉分行 武汉分行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518 号招银大厦招商银行一楼 027-85495715 

武汉分行 武汉分行武昌支行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14 号 027-87257525 

郑州分行 郑州分行营业部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39 号（花园路与农业路交叉口）招银大厦 1 楼 0371-67895693 

大连分行 大连分行营业部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17 号 0411-39853316 

天津分行 天津分行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255 号育佳大厦 022-83280072 

青岛分行 青岛分行营业部 青岛市香港中路 36 号 0532-85972968 

青岛分行 青岛淄博分行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12 号甲 1 号 0533-2795555 

南京分行 南京分行营业部 南京市汉中路 1 号 025-84797157 

苏州分行 苏州分行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万盛街 36 号招商银行大厦 1F 0512-69869351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营业部 宁波市江东区民安东路 342 号 0574-87015578 

宁波分行 台州营业部 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535 号 0576-88886955 

福州分行 福州湖东支行 福州市湖东路 288 号水调歌 0591-88012220 

福州分行 泉州营业部 泉州市丰泽街煌星大厦 0595-28965555 

厦门分行 厦门分行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北段 309 号宏泰中心一楼 0592-5822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