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列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1 宝山大华支行 上海市华灵路688号

2 漕河泾田林路支行 上海市田林路83号

3 虹口曲阳路支行 上海市曲阳路561号

4 闵行七宝支行 上海市七莘路3062号

5 普陀金沙江路支行 上海市中江路942号

6 徐汇东安路支行 上海市宛平南路521号

7 徐汇长桥支行 上海市罗香路37号

8 徐汇建国西路支行 上海市肇嘉浜路258号

9 杨浦控江支行 上海市控江路1023号

10 杨浦中原支行 上海市中原路201号

11 闸北北站支行 上海市天目东路109号

12 闸北延长中路支行 上海市延长中路320号

13 闸北彭浦支行 上海市岭南路368号

14 宝山宝钢支行 上海市牡丹江路1701号

15 长宁愚园路支行 上海市愚园路1300号

16 虹口山阴路支行 上海市四川北路2050号

17 黄浦南京东路第三支行 上海市南京东路673号

18 静安静安寺支行 上海市愚园路315号

19 徐汇陕西南路支行 上海市淮海中路960号

20 漕河泾开发区支行营业厅 宜山路900号B座一楼

21 长宁延安西路支行 延安西路895号

22 分行第二营业部营业厅 上海市浦东大道9号

23 虹桥开发区支行营业厅 长宁区娄山关路83号一楼

24 嘉定支行营业厅 嘉定区清河路151号

25 静安康定路支行 康定路699号

26 浦东分行营业厅 浦东南路2024号

27 普陀长寿路支行 长寿路235号

28 徐汇徐家汇支行 广元西路支行

29 漕河泾康健支行 上海市江安路232号

30 漕河泾上师大支行 上海市浦北路235号

31 长宁福泉路支行 上海市甘溪路394--402号

32 长宁芙蓉江路支行 上海市仙霞路428号

33 长宁新华路支行 上海市新华路506号

34 长宁安龙路支行 上海市仙霞路759－763号

35 虹口四平支行 上海市四平路311号
恒城花苑A区

36 虹口凉城支行 上海市凉城路487号

37 虹口广中新村支行 上海市广灵一路14号

38 虹桥金汇路支行 上海市金汇路595号

39 黄浦老西门支行 上海市复兴东路1111

40 黄浦小南门支行 上海市黄家路25号

41 嘉定真新支行 上海市丰庄路386号

42 静安曹家渡支行 上海市长寿路1077号

43 卢湾复兴中路支行 上海市复兴中路301号

44 闵行兰坪路支行 上海市兰坪路302弄16号

45 闵行梅陇支行 上海市莘朱路1999号



46 浦东东昌支行 上海市世纪大道777号

47 浦东博山路支行 上海市博山路100号

48 浦东桃林路支行 上海市张杨路1593号

49 浦东浦东大道支行 上海市浦东大道637号

50 浦东开发区北蔡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146-150号

51 浦东开发区花木支行 上海市玉兰路257号

52 普陀沪太新村支行 上海市宜川路401号

53 世博临沂路支行 上海市临沂路130号

54 徐汇武康路支行 上海市淮海中路1936号

55 徐汇大木桥路支行 上海市大木桥路303号

56 杨浦长阳支行 上海市长阳路1140号

57 杨浦平凉支行 上海市平凉路1691-1693号

58 闸北共和新路支行 上海市共和新路740号

59 闸北马戏城支行 上海市共和新路2411号

60 闸北西藏北路支行 上海市芷江中路535号

61 张江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张江路639号

62 虹口武进路支行 上海市四川北路518号

63 黄浦南京东路支行 上海市南京东路470号

64 南汇十字街支行 上海市惠南镇东门大街520号

65 张江川沙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4599号

66 普陀大渡河路支行 上海市大渡河路1718号

67 宝山吴淞支行 上海市淞滨路318号

68 奉贤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奉贤南桥镇南中路48号

69 虹口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曲阳路800号商务中心一楼、二楼

70 浦东开发区金桥支行 上海市金桥路1391号

71 青浦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东路485号

72 松江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二路218-228号

73 宝山共康支行 上海市共康路555号

74 漕河泾钦州路支行 上海市宜山路661号

75 长宁程家桥支行 上海市虹井路880号

76 虹口瑞虹支行 上海市临平路32号

77 虹桥虹南支行 上海市吴中路1258号

78 虹桥张虹支行 上海市宋园路111号

79 虹桥华虹支行 上海市虹梅路3301号

80 黄浦中华路支行 上海市中华路1168号

81 黄浦新闸路支行 上海市新闸路235号

82 静安延平路支行 上海市新闸路1876号

83 静安现代大厦支行 上海市石门二路268号

84 静安江宁路支行 上海市江宁路931号

85 卢湾鲁班路支行 上海市斜土路418号

86 卢湾徐家汇路支行 上海市徐家汇路1号

87 浦东联洋支行 上海市迎春路870-874号

88 普陀曹杨新村支行 上海市兰溪路130号

89 普陀武宁路支行 上海市东新路351号

90 松江九亭支行 上海市九亭镇九亭大街582号

91 徐汇淮海中路第二支行 上海市淮海中路1028号

92 杨浦黄兴路支行 上海市黄兴路1830号



93 杨浦国顺东路支行 上海市营口路820号

94 闸北平型关路支行 上海市洛川东路161号

95 长宁剑河路支行 上海市剑河路592号

96 黄浦金陵东路支行 上海市金陵东路428号

97 静安石门一路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801号

98 漕河泾习勤路支行 上海市漕宝路36号

99 长宁天山路支行
上海市天山路600弄1号同达创业大厦
底层大厅南侧1－2层

100 长宁淮海西路支行 上海市华山路1576－1578号

101 黄浦人民广场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377号

102 卢湾打浦桥支行 上海市徐家汇路550号

103 浦东陆家嘴支行 上海市向城路58号

104 普陀联合大厦支行 上海市中山北路2700号

105 普陀中山支行 上海市中山北路2046号

106 徐汇裕德路支行 上海市零陵路727号

107 张江科苑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郭守敬路31号

108 崇明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城桥镇南门路158号

109 黄浦南京东路第一支行 上海市南京东路99号

110 卢湾金钟支行 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

111 外滩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中山东二路11号2楼

112 长宁虹桥路支行 上海市虹桥路1100号

113 崇明堡镇中路支行 上海市堡镇中路77号

114 奉贤新建西路支行 上海市新建西路5号

115 黄浦西藏南路支行 上海市西藏南路1523号

116 金山朱泾支行 上海市朱泾镇万安街835号

117 静安江宁路第二支行 上海市江宁路597号

118 闵行南方商城支行 上海市古方路76号

119 普陀昌化路支行 上海市澳门路280号

120 青浦徐泾支行 上海市徐泾镇京华路71-73号

121 虹口川北支行 上海市四川北路2129号

122 长宁番禺路支行 上海市淮海西路432号

123 分行营业部正大广场支行 上海市陆家嘴西路168号（正大广场内）

124 闵行莘庄工业区支行 上海市金都路3800号

125 金山石化支行 上海石化卫零路558号

126 南汇支行营业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258号

127 闸北天目东路支行 上海市河南北路485号

128 分行第二营业部金茂大厦支行上海市世纪大道88号

129 张江国际机场支行 海天五路速航路口

130 虹桥古北新区支行 上海市黄金城道918号

131 黄浦斜桥支行 上海市陆家浜路1058号

132 静安南京西路支行 上海市南京西路999号

133 徐汇华山路支行 上海市肇家浜路1065号

134 分行营业部营业厅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24号

135 闵行莘庄支行 上海市莘松路288号

136 杨浦鞍山路支行 上海市控江路169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