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C 

 汇丰银行（中国）上海分行网络 

 

上海分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工商金融服务)  

中国 200120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 

汇丰银行大楼地下一层  

电话: [86] (21) 3888 3888  

传真: [86] (21) 2320 8550 

 

上海商城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工商金融服务)  

中国 200040 上海 

上海市南京西路1376号 

上海商城地面层106室及4层400室 

电话: [86] (21) 6279 8582  

传真: [86] (21) 6279 8586  

 

上海香港广场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工商金融服务)  

中国 200021 上海 

上海市淮海中路283号 

香港广场南座3205/商场1-11/2-08  

电话: [86] (21) 3888 8618  

传真: [86] (21) 6390 7028  

 

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30 上海 

上海市衡山路516号 

富豪环球东亚酒店地面层  

电话: [86] (21) 3888 1200  

传真: [86] (21) 6467 0399  

 

上海嘉麒大厦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工商金融服务)  

中国 200336 上海 

上海市古北路666号 

嘉麒大厦101及201室 

电话: [86] (21) 3888 1318 

传真: [86] (21) 6275 3289  

 

上海徐家汇支行(工商金融服务)  

中国 200030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3号 

港汇中心二座45楼10-11室 

电话: [86] (21) 3888 1218 

传真: [86] (21) 2320 8578 

 

 



 

PUBLIC 

上海嘉华中心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31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1010号 

嘉华中心地面层  

电话: [86] (21) 3888 8700 

传真: [86] (21) 3460 0605 

 

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40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65号 

101-103商铺 

电话: [86] (21) 3888 1388  

传真: [86] (21) 2211 1199  

 

上海漕溪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30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86号一楼 

电话: [86] (21) 3888 3222  

传真: [86] (21) 6468 4611  

 

上海联洋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135 上海 

上海市芳甸路300号 

联洋广场C区1层102室 

电话: [86] (21) 3888 8900  

传真: [86] (21) 3392 6100  

 

上海泰康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25 上海 

上海市徐家汇路618号 

日月光中心一楼C24,C25单元及二楼C74,C75,C76单元商铺（沿泰康路，正对田子坊） 

200025  

电话: [86] (21) 3888 1188  

传真: [86] (21) 3416 1052 

 

上海仙乐斯广场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03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88号 

1层111、112单元 

电话: [86] (21) 3888 6455  

传真: [86] (21) 6334 5076  

 

 

 

 

 



 

PUBLIC 

上海浦东嘉里城中心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1204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1378号 

嘉里城商场一层L103A单元，二层L227-228单元 

电话: [86] (21) 3888 8468  

传真: [86] (21) 5020 3505  

 

上海古北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  

中国 200336 上海 

上海市古北路1301号101室 

电话: [86] (21) 3888 8688  

传真: [86] (21) 3392 6100  

 

上海恒丰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70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388号1层 

电话: [86] (21) 3888 6388  

传真: [86] (21) 5212 2550  

 

上海碧云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  

中国 200135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碧云路633号 

碧云体育休闲中心1层B11-12商铺 

200135  

电话: [86] (21) 3888 3111  

传真: [86] (21) 5837 1975 

 

上海安福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200031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322号2幢首层105号商铺 

电话：[86] (21) 3888 3138 

传真: [86] (21) 5436 6070 

 



 

PUBLIC 

汇丰银行（中国）北京分行网络 

 

北京分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工商金融服务）  

中国 100005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 

中粮广场A 座地面层 

电话：[86] (10) 5999 8888  

传真：[86] (10) 8511 5615  

 

北京京伦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100004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三号  

京伦饭店一层西侧W-2~6单元 

电话：[86] (10) 5999 7500  

传真：[86] (10) 5866 9855 

 

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支行（卓越理财服务）  

中国 100140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首层F109-F110单元 

电话：[86] (10) 5999 7477  

传真：[86] (10) 6655 5213  

 

北京华贸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100025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9号院 

13号楼L09单元商铺地下一层以及地上一层 

电话：[86] (10) 5999 7268  

传真：[86] (10) 6533 1577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100125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 

凯宾斯基饭店一层3号及4号商铺 

电话：[86] (10) 5999 7900  

传真：[86] (10) 6461 5013  

 

北京北辰支行（卓越理财服务）  

中国 100101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北辰时代大厦首层商铺0101 单元 

电话：[86] (10) 5999 7711  

传真：[86] (10) 8497 5315  

 

 



 

PUBLIC 

北京中关村支行（卓越理财服务）  

中国 100086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 号 

北京科技会展中心数码大厦A座一层B1、B2 单元 

电话：[86] (10) 5999 7788 

传真：[86] (10) 6216 8865  

 

北京丽都广场支行（卓越理财服务）  

中国 100004 北京 

北京市将台路6号丽都广场 

丽都商业大厦1楼208单元和2楼200 单元 

电话：[86] (10) 5999 7588  

传真：[86] (10) 6433 8833  

 

北京远大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100089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 

金源燕莎Mall1002、1003、1003N  

电话：[86] (10) 5999 7888  

传真：[86] (10) 8889 3228  

 

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卓越理财服务）  

中国 100080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 

中国电子大厦B座1层商业01、02单元 

电话：[86] (10) 5999 7288  

传真：[86] (10) 5875 2027  

 

北京翠微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100036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7号院 

B座底商 

电话：[86] (10) 5999 7968  

传真：[86] (10) 6816 6202  

 

北京光华路支行（卓越理财服务，运筹理财服务）  

中国 100004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丙12号 

数码01大厦一层102号商铺 

电话：[86] (10) 5999 7999 

传真：[86] (10) 6595 8281 

 



 

PUBLIC 

恒生银行（中国）上海分行网络 

 

上海分行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 

首层101单元及35楼 

200120  

电话：[86] (21) 6182 3333  

传真：[86] (21) 5882 9996  

 

上海漕河泾支行（原淮海中路支行） 

上海市桂平路391号 

新漕河泾国际商务中心B座702A-702B  

200233  

电话：[86] (21) 6182 6300  

传真：[86] (21) 6485 0530  

 

上海安福路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156号 

200031  

电话：[86] (21) 3865 8686  

传真：[86] (21) 5404 8365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75号 

200030  

电话：[86] (21) 6486 5151  

传真：[86] (21) 6428 3305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2号、6号 

201103  

电话：[86] (21) 6270 8336  

传真：[86] (21) 6270 8103  

 

上海大拇指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1050号1层 

200135  

电话：[86] (21) 2281 3399  

传真：[86] (21) 2281 3369  

 

上海静安支行 （原南京西路支行） 

上海市石门一路60、66号1-2层 

200041  

电话：[86] (21) 2281 3688  

传真：[86] (21) 6289 6521 



 

PUBLIC 

上海新天地支行 

上海市马当路222号 

华府天地J单元一、二层 

200020  

电话：[86] (21) 3865 8466  

传真：[86] (21) 2281 3722  

 

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7号107及108室 

200051  

电话：[86] (21) 3865 8400  

传真：[86] (21) 2281 3500  

 

上海肇嘉浜路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238号 

地上一层H铺位 

200031  

电话：[86] (21) 3865 8566  

传真：[86] (21) 6467 6838 



 

PUBLIC 

恒生银行（中国）北京分行网络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 

中国电子大厦A座103室 

100080  

电话：[86] (10) 8529 3565  

传真：[86] (10) 8260 7027  

 

北京东单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69-12号首层 

100005  

电话：[86] (10) 8529 3500  

传真：[86] (10) 6523 1005  

 

北京工体北路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工体北路66号 

瑞士公寓一号楼L105、L205单元 

100027  

电话：[86] (10) 8529 3700  

传真：[86] (10) 6551 8116      

 

北京嘉里中心支行 

北京市光华路1号 

嘉里中心写字楼首层03单元 

100020  

电话：[86] (10) 8529 3550  

传真：[86] (10) 6561 9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