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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运筹理财服务柜台 

分行  區域  位置 

128 皇后大道中分行  香港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28-40 号威享大厦  

香港仔中心分行  香港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中心第 1 期地下 2 号铺  

铜锣湾分行  香港  香港铜锣湾骆克道 463 至 483 号铜锣湾广场二期地下 G08 铺及地库 B1 铺  

中环分行  香港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29 号地库  

柴湾分行  香港  香港柴湾宏德居 B 座地下 1-11 号铺  

太古城中心分行  香港  香港鲗鱼涌太古城中心第 1 期 065 号铺  

德辅道中分行  香港  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141 号中保集团大厦  

德辅道西分行  香港  香港上环德辅道西 40-50 号西区中心大厦  

电气道分行  香港  香港北角屈臣道海景大厦 A 座 A2 号铺  

交易广场分行  香港  香港中环交易广场 1楼及 3楼  

跑马地分行  香港  香港跑马地成和道 45 号日月大厦地下  

熙华大厦分行  
香港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71-85 熙华大厦  

香港总行  香港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 号 3 楼及地库  

合和中心分行  香港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2楼 2A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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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运城分行  香港  香港北角英皇道 500 号港运城 131-132 号  

摆花街分行  香港  香港中环摆花街 23-39 号中环大厦地下 E 铺  

北角分行  香港  香港北角英皇道 306-316 号云华大厦  

柏宁分行  香港  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 310 号柏宁酒店 1 楼 1.09 - 1.10 号铺  

鲗鱼涌分行  香港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971 号 1 楼及地下  

筲箕湾分行  香港  香港筲箕湾筲箕湾道 306-310 号  

上环分行  香港  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293-301 号 粤海投资大厦地下 A 铺  

海怡半岛分行  香港  香港鸭脷洲海怡半岛广场西翼商场地下 G14 号铺  

新鸿基中心分行  香港  香港湾仔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1 楼 115-117, 127-133 铺  

西宝城分行  香港  香港西环卑路乍街 8 号西宝城地下低层 1-3 号铺  

惠安苑分行  香港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1037 号  

弥敦道 238 号分行  九龙  九龙油麻地弥敦道 238 号 1 楼 1 号铺  

东海中心分行  九龙  九龙尖沙咀加连威老道 98 号东海商业中心地下 G10-G11 号铺  

又一城分行 
九龙  九龙九龙塘达之路 80 号又一城 LG2-01 

观塘分行  
  九龙 

九龙观塘开源道 71 号王子大厦地下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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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磡分行   九龙 九龙红磡马头围道 37-39 号红磡商业中心 

九龙湾分行   九龙 九龙九龙湾宏照道 33 号国际交易中心地下 06, 08, 10, 11, 12A 及 12B 号铺 

荔枝角道分行   九龙 九龙深水埗荔枝角道 245 号 1 楼及地下 

美孚新邨分行   九龙 九龙荔枝角美孚新邨第 4 期百老汇街 79 号 

  旺角分行   九龙 九龙旺角弥敦道 673 号高层地下及地库 

汇丰中心分行   九龙 九龙大角咀深旺道一号汇丰中心高层地下 E 舖 

半岛中心分行   九龙 九龙尖沙咀么地道 67 号半岛中心地下 G55-60 号 

始创中心分行   九龙 九龙旺角弥敦道 750 号始创中心 2 楼 218 铺 

大有街分行   九龙 九龙新蒲岗大有街 26-28 号 

德福花园分行   九龙 九龙九龙湾德福广场 1 期 G 座 P16 号铺 

土瓜湾分行   九龙 九龙土瓜湾炮仗街 142-144A 

尖沙咀分行   九龙 九龙尖沙咀弥敦道 82 至 84 号地库及 1 楼 

窝打老道分行   九龙 九龙何文田窝打老道 71 号 

黄埔花园分行   九龙 九龙红磡黄埔花园第 4 期商场地下 G6, 6A 及 G7 号铺 

荃湾分行   新界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 210 号富华中心一楼 4A,4B(A)-4B(C),5 及 6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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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新天地分行   新界   新界荃湾杨屋道 1 号荃新天地地下 21-22 号铺 

  东港城分行   新界   新界将军澳重华路 8 号东港城 108 号铺 

  粉岭分行   新界   新界粉岭联和墟和丰街 14-16 号 

  翠屏花园分行   新界   新界大埔翠屏花园商场 26 号 

  天水围分行   新界   新界天水围天恩路 12-18 号置富嘉湖第二期地下 G39-G40 及 G43-44 铺 

  葵芳分行   新界   新界葵芳新都会广场地下 153-160 号铺 

  青衣城分行   新界   新界青衣青衣城 3 楼 308F 铺 

  新都城中心分行   新界   新界将军澳贸业路 8 号新都城中心三期商场 2 楼 221-222 号铺 

  海趣坊分行   新界   新界屯门湖翠路 168-236 号海趣坊 87-92 号铺 

  西贡分行   新界   新界西贡亲民街西贡花园 9-10 号铺 

  沙田分行   新界   新界沙田沙田中心商场第 3 层 30D 号铺 

  沙田广场分行 
  新界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 21-27 号沙田广场 L1 楼 49 铺 

  上水分行   新界   新界上水新丰路79-81 号 

 
  马鞍山分行   新界   新界马鞍山西沙路 628 号新港城中心 2 楼 2601-04 号舖 

  大埔分行 
  新界   新界大埔广福道 54-58 号 2 楼及地下 

  大围分行   新界   新界沙田九鐡大围站 42-44 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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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门市广场分行 新界   新界屯门屯门市广场第二期高层地下 1 号铺 

  元朗分行 新界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150-160 号元朗汇丰大厦 2 楼,地下及地库 

  东涌分行 新界   香港大屿山东涌达东路 18-20 号东荟城 5 个 509 号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