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行網絡（香港）

香港區
財富管理中心

地址

聯絡中心

中環

皇后大道中5號衡怡大廈地下

電話：2921 8809
傳真：2865 2084

上環

皇后大道中161號一樓

電話：2852 5143
傳真：2854 9223

太古城

太古城道17號華山閣G11號舖

電話：2813 8830
傳真：2813 8903

分行

地址

聯絡中心

總行

皇后大道中161號

電話：2852 5111
傳真：2851 7127

銅鑼灣分行

軒尼詩道443-445號

電話：2881 6292
傳真：2881 6287

中區分行

皇后大道中5號衡怡大廈地下

電話：2526 0331
傳真：2868 5102

炮台山分行

炮台山英皇道318–328號B2A號舖

電話：2566 2231
傳真：2566 7830

告士打道分行

灣仔告士打道 109-111 號
東惠商業大廈 地下1-3號舖

電話：2922 1233
傳真：2865 4760

金銀貿易場分行

上環孖沙街12至18號一樓

電話：2544 4421
傳真：2544 0195

跑馬地分行

跑馬地景光街15-17號2號舖

電話：2572 1308
傳真：2572 2783

莊士敦道分行

灣仔莊士敦道131至133號

電話：2165 2200
傳真：2834 1930

北角分行

北角英皇道441至443號

電話：2561 6108
傳真：2565 7886

筲箕灣分行

筲箕灣寶文街1號峻峰花園

電話：2569 6223
傳真：2567 8614

太古城分行

太古城道17號華山閣G12號舖

電話：2513 6060
傳真：2513 7007

統一中心分行

金鐘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2樓2007-9號舖

電話：2527 2078
傳真：2527 2087

西區分行

西營盤德輔道西139至141號

電話：2548 8118
傳真：2559 7280

宏富理財中心
提供保管箱服務
附設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及存支票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
「華僑永亨宏富理財客戶」專用股票交易櫃檯服務
提供股票交易櫃檯服務之分行
提供外幣現鈔兌換服務
提供伍両九九九九金條購買服務
提供「黃金存摺賬戶」買賣服務
備註： 1)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及/或提供股票交易櫃檯服務之分行均提供「黃金存摺賬戶」買賣服務
2) 九九九九精裝壹両金條於全線分行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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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分行網絡（香港）

九龍區
分行

地址

聯絡中心

青山道分行

長沙灣青山道253至259號2號舖

電話：2360 1283
傳真：2360 1116

長沙灣分行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行政大樓一樓T-301室

電話：2386 1099
傳真：2307 8663

開源道分行

觀塘開源道60號地下2號舖

電話：2793 3553
傳真：2622 2710

紅磡分行

紅磡馬頭圍道104號

電話：2766 1103
傳真：2363 2544

九龍分行

佐敦彌敦道298號

電話：2385 0171
傳真：2782 2227

九龍城分行

九龍城衙前圍道37號

電話：2716 8900
傳真：2718 3308

觀塘分行

觀塘輔仁街22至24號

電話：2797 0938
傳真：2341 7126

美孚分行

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地下N52號舖

電話：2274 7611
傳真：2274 7116

旺角道分行

旺角旺角道16號

電話：2391 0633
傳真：2396 5582

牛頭角道分行

觀塘牛頭角道347-349號

電話：2342 2173
傳真：2172 6791

新蒲崗分行

新蒲崗爵祿街66-70號地下

電話：2327 0111
傳真：2352 1555

深水埗分行

深水埗長沙灣道57號

電話：2380 2244
傳真：2397 2080

大角咀分行

大角咀通州街51至67號

電話：2391 0673
傳真：2789 4345

土瓜灣分行

土瓜灣土瓜灣道237號A

電話：2333 3430
傳真：2333 4926

尖沙咀分行

尖沙咀金馬倫道54號

電話：2369 3636
傳真：2367 3963

尖沙咀東分行

尖沙咀麼地道好時中心地下17-18號

電話：2722 0766
傳真：2721 2774

黃埔新邨分行

紅磡黃埔新邨德民街8-10號

電話：2363 8277
傳真：2765 8004

油麻地分行

油麻地彌敦道507號

電話：2332 3357
傳真：2770 9632

宏富理財中心
提供保管箱服務
附設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及存支票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
「華僑永亨宏富理財客戶」專用股票交易櫃檯服務
提供股票交易櫃檯服務之分行
提供外幣現鈔兌換服務
提供伍両九九九九金條購買服務
提供「黃金存摺賬戶」買賣服務
備註： 1)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及/或提供股票交易櫃檯服務之分行均提供「黃金存摺賬戶」買賣服務
2) 九九九九精裝壹両金條於全線分行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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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分行網絡（香港）

新界區
財富管理中心

地址

聯絡中心

大圍

沙田大圍道49至53號地下C座

電話：2603 2255
傳真：2692 6261

荃灣

荃灣眾安街68號荃灣千色匯 I 1004至1006室

電話：2940 6522
傳真：2940 6255

分行

地址

聯絡中心

葵涌分行

葵涌葵興路100號葵涌中心

電話：2480 2000
傳真：2480 6198

沙咀道分行

荃灣沙咀道345至347號

電話：2490 4267
傳真：2411 5614

沙田分行

沙田好運中心地下16A&B號舖

電話：2605 2778
傳真：2605 3663

大埔分行

大埔大榮里12至26號F舖

電話：2638 6200
傳真：2658 6398

大圍分行

沙田大圍道32至34號

電話：2684 8200
傳真：2606 0381

將軍澳分行

將軍澳MCP Central商場一樓1022-23號舖

電話：2881 6450
傳真：2881 6452

荃灣分行

荃灣眾安街35號

電話：2402 3323
傳真：2402 3657

屯門分行

屯門鄉事會路52-62號萬祥樓地下1-2號舖

電話：2618 2424
傳真：2618 7927

元朗分行

元朗青山公路40-54號地下1-3號舖

電話：2475 0437
傳真：2474 5884

宏富理財中心
提供保管箱服務
附設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及存支票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
「華僑永亨宏富理財客戶」專用股票交易櫃檯服務
提供股票交易櫃檯服務之分行
提供外幣現鈔兌換服務
提供伍両九九九九金條購買服務
提供「黃金存摺賬戶」買賣服務
備註： 1)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及/或提供股票交易櫃檯服務之分行均提供「黃金存摺賬戶」買賣服務
2) 九九九九精裝壹両金條於全線分行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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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分行網絡（澳門）

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
分行

地址

聯絡中心

總行

澳門新馬路241號

電話：(853) 2833 5678
傳真：(853) 2857 6527

荷蘭園分行

澳門荷蘭園正街3號D

電話：(853) 2838 7301
傳真：(853) 2831 2810

紅街市分行

澳門高士德馬路85號

電話：(853) 2830 9751
傳真：(853) 2830 9735

新橋分行

澳門羅利老馬路19-21號

電話：(853) 2836 7731
傳真：(853) 2836 7730

黑沙灣分行

澳門馬場海邊馬路32號C-F

電話：(853) 2837 1658
傳真：(853) 2837 1659

台山分行

澳門巴坡沙大馬路338號

電話：(853) 2843 5211
傳真：(853) 2843 5144

高地烏街分行

澳門高地烏街29號A地下

電話：(853) 2858 1513
傳真：(853) 2858 1514

祐漢分行

澳門祐漢第八街信託花園195號

電話：(853) 2842 2808
傳真：(853) 2842 2810

河邊新街分行

澳門河邊新街75-79號

電話：(853) 2893 9455
傳真：(853) 2893 9445

新口岸分行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286號地下

電話：(853) 2875 2733
傳真：(853) 2872 2725

筷子基分行

澳門青洲大馬路309-315號
嘉應花園第五座地下D座

電話：(853) 2823 2612
傳真：(853) 2823 2605

氹仔花城分行

氹仔埃武拉街356-366號花城利豐大廈

電話：(853) 2883 9135
傳真：(853) 2883 9136

宏富理財中心
提供保管箱服務
附設自動櫃員機
附設有存鈔功能之自動櫃員機
附設投資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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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分行網絡（中國內地）

華僑永亨銀行 (中國) 有限公司
個人銀行部
分行

地址

聯絡中心

上海分行

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
世紀大道210號21世紀中心大廈23層
郵編：200121
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源深路1155號壹樓102單元
郵編：200135
中國上海市黃浦區延安東路618號
東海商業中心(二期)(電梯樓層)1層112A室
郵編：200001
中國上海市長寧區仙霞路321號1樓
郵編：200336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
建國路91號金地中心B座28層2809-2818單元
郵編：100022
中國成都市神仙樹南路39號上海花園33單元
郵編：610042
中國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5002號信興廣場
地王商業中心5樓及M層02單元
郵編：518008
中國深圳市福田區福民路12號知本大廈裙樓
首層B07-09、25、26單元及1304單元
郵編：518048
中國深圳市福田區振華路航苑大廈裙樓1D商舖
郵編：518031
中國深圳市龍崗區
中心城龍翔大道新鴻花園12號樓儷景中心104-105
郵編：518172
中國深圳市南山區後海大道
以東天利中央商務廣場二期 L1-06，C-1606室
郵編：518054
中國廣州市天河區體育東路138號金利來數碼網絡大廈
自編層第壹層107舖，2102-2105、2504-2509室
郵編：510620
中國廣州市海珠區昌崗中路238號自編之二，901-902房
郵編：510260
中國珠海市吉大景山路82號
水灣大廈1層2單元及2層1、2單元
郵編：519015
中國惠州市江北文昌壹路7號
華貿大廈1單元1層03、04、05號房
郵編：516001
中國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辦事處府又居委會
新桂路明日廣場一座2001辦公室
郵編：528300

電話：86-21-28983888
傳真：86-21-28983999

上海世紀廣場支行
上海盧灣支行

上海虹橋支行
北京分行

成都上海花園支行
深圳分行

深圳福民支行

深圳華強支行
深圳龍崗支行

深圳前海支行

廣州分行

廣州海珠支行
珠海分行

惠州支行

佛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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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6-21-20831246
傳真：86-21-58300657
電話：86-21-60207100
傳真：86-21-54663500
電話：86-21-23259000
傳真：86-21-62738099
電話：86-10-58456188
傳真：86-10-85713689
電話：86-28-62997868
傳真：86-28-66066008
電話：86-755-25833111
傳真：86-755-25838212
電話：86-755-82998668
傳真：86-755-82998769
電話：86-755-83972700
傳真：86-755-83972728
電話：86-755-89911666
傳真：86-755-28904534
電話：86-755-86636363
傳真：86-755-86636648
電話：86-20-38780333
傳真：86-20-38780163
電話：86-20-34338333
傳真：86-20-34338933
電話：86-756-3355188
傳真：86-756-3355155
電話：86-752-7192008
傳真：86-752-7192005
電話：86-757-22687222
傳真：86-757-22687555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分行網絡（中國內地）

華僑永亨銀行 (中國) 有限公司
企業銀行部
分行

地址

聯絡中心

上海總行

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
源深路1155號華僑銀行大廈
郵編：200135
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
基隆路55號上海國際信貿大廈7層02-07室
郵編：200135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
建國路91號金地中心B座28層2809-2818單元
郵編：100022
中國廣州市天河區
體育東路138號金利來數碼網絡大廈自編層
第壹層107舖，2102-2105、2504-2509室
郵編: 510620
中國廣州市天河區
珠江新城華夏路8號合景國際金融廣場903-904室
郵編：510623
中國深圳市羅湖區
深南東路5002號信興廣場地王商業中心5樓
郵編：518008
中國成都市錦江區
新光華街7號航天科技大廈1層
105號單元及22層2201-03、2206-08號單元
郵編：610021
中國天津市和平區大沽北路2號天津環球金融中心
津塔寫字樓72層7201-7204單元
郵編：300022
中國廈門市
鷺江道8號國際銀行大廈23E
郵編：361001
中國青島市市南區
香港中路9號青島香格里拉中心
辦公樓2402-2407單元
郵編：266071
中國重慶市渝中區
民權路28號英利國際金融大廈48樓1、2、3單元
郵編：400010
中國浙江紹興市
中興北路668號中金國際A幢1801室
郵編：312000
中國蘇州市工業園區
華池街88號晉合廣場2幢12層01、02、03單元
郵編：215027
中國珠海市吉大景山路82號
水灣大廈1層2單元及2層1、2單元
郵編：519015
中國惠州市江北文昌壹路7號
華貿大廈1單元1層03、04、05號房
郵編：516001
中國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辦事處府又居委會
新桂路明日廣場一座2001辦公室
郵編：528300

電話：86-21-58200200
傳真：86-21-58301925

上海自貿試驗區支行

北京分行

廣州分行

廣州珠江新城支行

深圳分行

成都分行

天津分行

廈門分行

青島分行

重慶分行

紹興分行

蘇州分行

珠海分行

惠州支行

佛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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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6-21-58200200

電話：86-10-58456188
傳真：86-10-85713689
電話：86-20-38780333
傳真：86-20-38780163

電話：86-20-22823111
傳真：86-20-22823100
電話：86-755-25833111
傳真：86-755-25835811
電話：86-28-62908888
傳真：86-28-65971015

電話：86-22-23208999

電話：86-592-2022653
傳真：86-592-2035182
電話：86-532-55583888
傳真：86-532-55578908

電話：86-23-60375888
傳真：86-23-63707171
電話：86-0575-85851688
傳真：86-0575-81505018
電話：86-512-89175616
電話：86-512-86867028，86-575-81505018
電話：86-756-3355188
傳真：86-756-3355155
電話：86-752-7192008
傳真：86-752-7192005
電話：86-757-22687222
傳真：86-757-22687555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