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辦網點名稱 網點位址

石門一路支行 南京西路801號

山陰路支行 四川北路2050號

曲陽路支行 曲陽路561號

廣中新村支行 廣靈一路14號

西藏北路支行 芷江中路535號

共和新路支行 共和新路740號

平型關路支行 洛川東路161號

昌化路支行 澳門路280號

普陀曹楊路支行 武甯路1500號

武甯路支行 東新路351號

陝西南路支行 淮海中路960號

大木橋路支行 大木橋路303號

欽州路支行 宜山路661號

田林路支行 田林路83號

淮海西路支行 華山路1576－1578號

芙蓉江路支行 仙霞路428號

長寧福泉路支行 甘溪路394--402號

蘭坪路支行 蘭坪路544號

浦東分行丁香路支行 丁香路1399弄30號

三林世博家園支行 浦東新區東書房路476號

金匯路支行 金匯路595號

普陀平利路支行 平利路137號

劍河路支行 劍河路592號

普陀梅川路支行 梅川路1275號

普陀萬里支行 新村路1695號

普陀師大支行 中山北路3665號

上師大支行 浦北路235號

虹橋路支行 虹橋路1053弄8號

科苑支行 浦東新區郭守敬路31號

西藏南路支行 西藏南路1523號

浦東分行商城路支行 商城路335號

南方商城支行 古方路76號

莘莊支行 莘松路288號

正大廣場支行 陸家嘴西路168號（正大廣場內）

新閘路支行 新閘路235號

普陀真南支行 真南路1111號

華虹支行 虹梅路3301號

涼城支行 涼城路487號

老西門支行 復興東路1111號

南京東路第三支行 南京東路673號

程家橋支行 虹井路880號

康健支行 江安路232號

博山路支行 博山路100號

徐家匯路支行 徐家匯路1號

虹南支行 吳中路1258號



金茂大廈支行 世紀大道88號

國順東路支行 營口路820號

張虹支行 宋園路111號

大華支行 華靈路688號

中山廣場支行 中山西路999號

四平支行 四平路311號恒城花苑A區

徐家匯支行 廣元西路8號

浦東國際機場支行 海天五路速航路口

武康路支行 淮海中路1936號

曲陽商務中心支行 曲陽路800號商務中心一樓、二樓

共康支行 共康路555號

浦東大道支行 浦東大道637號

陸家嘴支行 向城路58號

東昌支行 世紀大道777號

臨沂路支行 臨沂路130號

分行第二營業部營業廳 浦東大道9號

張江支行 張江路639號

北蔡支行 浦東新區蓮溪路146-150號

花木支行 玉蘭路257號

打浦橋支行 徐家匯路550號

金鐘支行 淮海中路98號

營業部營業廳 中山東一路24號

人民廣場支行 南京西路377號

桃林路支行 張楊路1593號

南京西路支行 南京西路999號

復興中路支行 復興中路301號

長壽路支行 長壽路235號

康定路支行 康定路699號

武進路支行 四川北路518號

川北支行 四川北路2129號

天目東路支行 河南北路485號

新華路支行 新華路506號

長陽支行 長陽路1140號

中華路支行 中華路1168號

建國西路支行 肇嘉浜路258號

淮海中路第二支行 淮海中路1028號

愚園路支行 愚園路1300號

大渡河路支行 大渡河路1718號

習勤路支行 漕寶路36號

寶山支行營業廳 淞濱路318號

南京東路第一支行 南京東路99號

南京東路支行 南京東路470號

曹楊新村支行 蘭溪路130號

盧灣魯班路支行 斜土路418號

東安路支行 宛平南路521號

中山支行 中山北路2046號



滬太新村支行 宜川路401號

虹橋支行營業部 婁山關路83號一樓

天山路支行 天山路600弄1號同達創業大廈底層大廳南側1－2層

金沙江路支行 中江路942號

馬戲城支行 共和新路2411號

平涼支行 平涼路1691-1693號

彭浦支行 嶺南路368號

淮海中路第一支行 淮海中路500號

虹口支行 東大名路578號

靜安寺支行 愚園路315號

鞍山路支行 控江路1698號

不夜城支行 秣陵路228號

寶鋼支行 牡丹江路1701號

聯合大廈支行 中山北路2700號

曹家渡支行 長壽路1077號

外灘支行營業廳 中山東二路11號2樓

控江支行 控江路1023號

漕河涇支行營業部 宜山路900號B座一樓

延平路支行 新閘路1876號

金陵東路支行 金陵東路428號

裕德路支行 零陵路727號

華山路支行 肇家浜路1065號

江甯路第二支行 江甯路597號

小南門支行 黃家路25號

斜橋支行 陸家浜路1058號

延安西路支行 延安西路895號

浦東分行營業廳 浦東南路2024號

浦東開發區支行營業廳 金橋路1391號

古北支行 黃金城道918號

江甯路支行 江甯路931號

現代大廈支行 石門二路268號

番禺路支行 淮海西路432號

安龍路支行 仙霞路759－763號

中原支行 中原路201號

瑞虹支行 臨平路32號

延長中路支行 延長中路320號

莘莊工業區支行 金都路3800號

長橋支行 羅香路37號

地鐵虹橋新港支行 申昆路1500號4樓CF412號

普陀嵐皋路支行 嵐皋路567號101-105室(品尊國際)

上海自貿試驗區分行 浦東馬吉路28號

虹橋黃金城道支行 黃金城道670號

聯洋支行 迎春路870-874號

普陀西站支行 桃浦路210號

地鐵支行營業廳 浦東新區銀城中路488號太平金融大廈1樓

北站支行 天目東路109號



普陀支行營業廳 大渡河路388弄5號一、二層

閘北支行營業廳 廣中西路571號3號樓1樓

恒豐路支行 裕通路100號

黃興路支行 黃興路1830號

嘉定支行營業部 清河路151號

崇明支行營業部 崇明縣城橋鎮南門路158號

鎮中路支行 堡鎮中路77號

張江川沙支行 浦東新區川沙路4599號

梅隴支行 莘朱路1999號

七寶支行 七莘路3062號

新建西路支行 新建西路5號

九亭支行 九亭鎮九亭大街582號

松江支行營業部 中山二路218-228號

十字街支行 惠南鎮東門大街520號

徐涇支行 徐涇鎮京華路71-73號

青浦營業部 城中東路485號

朱涇支行 朱涇鎮萬安街835號

南匯支行營業部 浦東新區惠南鎮城南路258號

真新支行 豐莊路386號

奉賢支行營業部 奉賢南橋鎮南中路48號

石化支行 石化衛零路55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