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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为招商银行对银联卡支付所设定的指引。指引的内容会因为银行不同而
有所差异, 请知悉。 
 









索引 银行名称     

A 

安徽当涂新华村镇银行 鞍山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渑池)村镇银行 

安徽和县新华村镇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磁县)村镇银行 安义融兴村镇银行 

安徽郎溪新华村镇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辛集)村镇银行 安徽宣州湖商村镇银行 

安徽省农村信用社 澳洲联邦银行(永年)村镇银行 安徽利辛湖商村镇银行 

安徽望江新华村镇银行 安徽涡阳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蒙城湖商村镇银行 

安顺市商业银行 安徽濉溪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岳西湖商村镇银行 

安阳银行 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B 

包商银行 北京农商银行 博乐国民村镇银行 

保定银行 毕节发展村镇银行 巴彦融兴村镇银行 

北京昌平兆丰村镇银行 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   

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 拜泉融兴村镇银行   

C 

沧州银行 重庆银行 成都龙泉驿稠州村镇银行 

常熟农商银行 重庆忠县稠州村镇银行 重庆市大渡口融兴村镇银行 

朝阳银行 长安银行 重庆市武隆融兴村镇银行 

成都农商银行 长葛轩辕村镇银行 重庆市酉阳融兴村镇银行 

成都银行 长沙银行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银行 长兴联合村镇银行 承德银行 

重庆北碚稠州村镇银行 长治商行 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 

重庆南川石银村镇银行 茶陵浦发村镇银行 重庆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枞阳泰业村镇银行   

重庆三峡银行 长子县融汇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D 

达州商行 丹东银行 掇刀包商村镇银行 

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 德阳银行 大连甘井子浦发村镇银行 

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 德州银行 东莞厚街华业村镇银行 

大连银行 东莞农商行 东莞长安村镇银行 

大同银行 东莞银行 东源泰业村镇银行 

大武口石银村镇银行 东营莱商村镇银行 大洼恒丰村镇银行 

大新银行 东营银行   

E 
鄂尔多斯银行 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   

鄂托克旗汇泽村镇银行     

F 
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 抚顺银行 阜新银行 

福建海峡银行 富滇银行 丰城顺银村镇银行 

福建农村信用社 防城国民村镇银行   

G 

甘肃农村信用社 贵州银行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 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 巩义浦发村镇银行 

赣州银行 广州番禺新华村镇银行 贵阳乌当富民村镇银行 

固阳包商惠农村镇银行 广州花都稠州村镇银行 甘肃榆中浦发村镇银行 

广东华兴银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广西上林国民村镇银行 

广东南粤银行 广州银行 广西浦北国民村镇银行 

广东农村信用社 贵阳花溪建设村镇银行 贵溪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银行 贵阳银行   

广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贵州农村信用社   

H 

哈尔滨银行 衡水市商业银行 湖北咸安武农商村镇银行 

哈密市商业银行 葫芦岛银行 河间融惠村镇银行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湖北省农村信用社 洪湖融兴村镇银行 

邯郸银行 湖北银行 黄河商业银行 

罕台村镇银行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会宁会师村镇银行 

汉口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 海南保亭融兴村镇银行 

杭州银行 化德包商村镇银行 海南儋州绿色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H 

和县新华村镇银行 桦甸惠民村镇银行 哈密天山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徽商银行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河北银行 哈尔滨呼兰浦发村镇银行 葫芦岛银行 

河南农村信用社 韩城浦发村镇银行 桦川融兴村镇银行 

鹤壁银行 衡南浦发村镇银行   

鹤山珠江村镇银行 湖北赤壁武农商村镇银行   

J 

吉安稠州村镇银行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 江苏仪征包商村镇银行 吉州珠江村镇银行 

吉林银行 江苏银行 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集宁包商村镇银行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江苏惠山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银行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 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 

嘉善联合村镇银行 金华银行 吉林丰满惠民村镇银行 

嘉兴银行 锦州银行 江苏通州华商村镇银行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晋城银行 吉林公主岭浦发村镇银行 

江苏东台稠州村镇银行 晋商银行 江苏江阴浦发村镇银行 

江苏邗江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中市商业银行 江苏溧阳浦发村镇银行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 九江银行 江西临川浦发村镇银行 

江苏南通如皋包商村镇银行 鄄城包商村镇银行 焦作市商业银行 

K 
康巴什村镇银行 昆仑银行 开县泰业村镇银行 

科尔沁包商村镇银行 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库尔勒市商业银行 克拉玛依金龙国民村镇银行   

L 

莱商银行 临商银行 漯河银行 

兰州银行 柳州银行 临武浦发村镇银行 

郎溪新华村镇银行 六盘水市商业银行 灵山泰业村镇银行 

乐清联合村镇银行 龙江银行 乐平融兴村镇银行 

乐山市商业银行 泸州商行 灵宝融丰村镇银行 

凉山州商业银行 洛阳银行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辽宁大石桥隆丰村镇银行 漯河市商业银行 耒阳融兴村镇银行 

M 
梅县客家村镇银行 莫力达瓦包商村镇银行   

绵阳商行     

N 

南昌银行 内蒙古银行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南充商行 宁波东海银行 宁夏银行 

南京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海曙浦发村镇银行 

南阳村镇银行 宁城包商村镇银行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农村信用社 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P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 平顶山银行   

盘锦市商业银行 濮阳银行   

Q 

齐鲁银行 青岛银行 曲靖商行 

齐商银行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泉州银行 

企业银行 青海银行 清河金农村镇银行 

秦皇岛银行 清徐惠民村镇银行 邛崃国民村镇银行 

R 日照银行 
    

    

S 

三门峡市商业银行 绍兴银行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 

山东临朐聚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银座村镇银行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深圳龙岗鼎业村镇银行 深圳宝安融兴村镇银行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遂宁市商业银行 

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 石嘴山银行 山东邹平青隆村镇银行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顺德农商银行 松阳恒通村镇银行 

商丘市商业银行 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 四川绵竹浦发村镇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苏州银行 天津宝坻浦发村镇银行 
上饶银行 遂宁市商业银行 遂宁安居融兴村镇银行 



T 

台州市商业银行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天津武清村镇银行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华明村镇银行 天津银行 
太仓农村商业银行 天津津南村镇银行 泰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市商业银行 天津静海新华村镇银行   
唐山银行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W 

望江新华村镇银行 乌海银行 武冈包商村镇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乌鲁木齐米东浦发村镇银行 
潍坊银行 乌审旗包商村镇银行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温岭联合村镇银行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温州银行 吴江农村商业银行   

X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银行 修水九银村镇银行 
西乌珠穆沁包商惠丰村镇银行 邢台银行 新疆农村信用社 
息烽包商黔隆村镇银行 兴和汇泽村镇银行 新密郑银村镇银行 
新都桂城村镇银行 许昌银行 香河益民村镇银行 
新疆汇和银行 厦门银行 新安融兴村镇银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新疆绿洲国民村镇银行   

Y 

雅安市商业银行 玉溪商行 榆树融兴村镇银行 

烟台银行 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行 沂源博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郾城包商银行 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伊犁国民村镇银行 
阳泉市商业银行 沅江浦发村镇银行 玉溪红塔区兴和村镇银行 
宜宾市商业银行 延寿融兴村镇银行 云南富民浦发村镇银行 
鄞州银行 尉氏合益村镇银行 偃师融兴村镇银行 
营口银行 应城融兴村镇银行   

Z 

枣庄银行 周口银行 浙江舟山普陀稠州村镇银行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珠海华润银行 浙江德清湖商村镇银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 驻马店银行 浙江建德湖商村镇银行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准格尔旗包商村镇银行 
浙江泰顺温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 自贡市商业银行 浙江岱山稠州村镇银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遵义市商业银行 浙江缙云杭银村镇银行 
浙江农村信用社 泽州浦发村镇银行 浙江平阳浦发村镇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 

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 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 
正蓝旗汇泽村镇银行 资兴浦发村镇银行 樟树顺银村镇银行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邹平浦发村镇银行   
周口市商业银行 株洲县融兴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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