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医保医银合作银行服务网点
兴业银行拱宸桥社区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衢州街6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夏：9：00-18：00 冬：9：00-17：30
兴业银行丰登街社区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丰登街124、126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 9：30-18：30
兴业银行锦昌文华苑社区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锦昌文华苑136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 9：30-18：30
兴业银行德胜巷社区支行
杭州市德胜巷50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 9：30-18：30
兴业银行大关社区支行
杭州市大关路26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 9：00-18：00
兴业银行丹桂公寓社区支行
杭州市文三西路81、83号丹桂公寓20幢11号商铺一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兴业银行西湖支行
杭州市玉古路16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兴业银行滨江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90号中化大厦B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兴业银行高新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塘苗路40号（南望大厦）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兴业银行分行营业部
杭州市庆春路4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银行下沙开发区支行
杭州市下沙开发区3号大街80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夏：8：30-17：00冬8：30-16：30（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浦沿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555号谷丰大厦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夏：8：30-17：00冬8：30-16：30（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西兴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101号海威大厦7幢1楼西面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夏：8：30-17：00冬8：30-16：30（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滨江文化中心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200号(滨江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不营业）
杭州银行平海支行
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5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浣纱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76-17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蒋村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崇义路96-106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8：30-16：45 （遇15、16号不休息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留下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大街12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6：3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高新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41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三墩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路520-53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45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之江度假区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美院南路99号龙心田城大厦西侧一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夏：8：30-16：45冬：8：30-16.30（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城西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130-13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四季青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56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15-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法定节假日正常营业，国庆及除夕前三天除外）
杭州银行望江支行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56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新塘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314、31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彭埠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398号，明月嘉苑二区9幢底商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笕桥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357号浙商国际中心一至二楼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秋涛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76号103-106室（中豪大酒店一楼南门）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丁桥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蕙兰雅路365、367、369、371、373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九堡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香滨湾底商1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城东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6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拱宸桥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温州路69号南北商务港大厦B-201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大关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汽车城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601-607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电厂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西杨直街66号，6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德胜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假山路2号新青年广场A座底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城北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26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丰潭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萍水街333号御峰大厦1楼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湖墅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45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石桥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北景园回龙路23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香积寺路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白石巷31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艮山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10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五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杭州银行东新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德胜路3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7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营业部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4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节假日正常营业）
杭州银行市民中心支行
杭州江干区市解放东路18市民中心H楼1-2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
杭州银行延中大楼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49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遇15、16号不休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城中街10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王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大街42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青山湖科技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鹤亭街199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民街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新民街234-23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昌化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城中路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锦江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城中街73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於潜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天风街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9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北景园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北景园中心广场（回龙路23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香积寺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香积寺路三塘苑R4组同2-3楼底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新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德胜路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新园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667-67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悦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16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22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11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绍兴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一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运河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新市街18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潮王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潮王路2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万家星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万家星城29-5、30-1、30-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9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红会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28号28-2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体东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7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华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48-5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国北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48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8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367-2号（国都公寓10幢1-2层西面）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晖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2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10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9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孝丰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51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14-31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厚仁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厚仁路376号、37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三墩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三墩街9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溪紫霞街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霞街94、9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古墩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543号、星艺街2-1、2-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来仁街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来仁街10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体育场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47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马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123号银马公寓6-10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二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12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象山路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美上商业中心2号楼西楼110-113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三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0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转塘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江口第二大厦21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中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6号求是大厦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古荡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新村西—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101，201，203，20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莲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259号"昌地火炬"大厦B楼一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星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121-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曙光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13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省府大楼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省府大楼内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6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紫荆花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北路188号4号楼铺位号4-112、4-11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4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国际花园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5号一层5号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3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益乐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文一西路2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留下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留下街12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新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路230号（文二西路230—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蒋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晴川街42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溪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8-1、8-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35-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学院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24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紫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32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茅廊巷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5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柳莺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河坊街438号-44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五洲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483-48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涌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8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22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宝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东宝路15-2号望江新园12幢底层商铺10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26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望江门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348-35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候潮东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候潮东路202、204、20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南星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龙舌路46号大名空间商务大厦1-10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近江东路1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望江东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332号望江国际中心商城1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复兴南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复兴南苑9幢底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宫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河坊街1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学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89-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河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507-509号富春大厦一层101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站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2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30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滨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28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沙湖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大道45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云水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6号大街338、340、34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学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镇学林街(北)2-8号4幢1楼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六号大街五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丁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建塘路402号，明珠街892号、894号、89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东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紫丁香街220-23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城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江锦路5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888号B座F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彭埠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德信东望府1幢底层商铺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797号宋都大厦一层101号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采荷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安路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景芳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149、15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2-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南肖埠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58号浙江水工大厦一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198号意法大厦114室、115室、116室、117室、118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杨柳郡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杨柳郡园12幢底商1、底商2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环站东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恒祺商务中心4幢底商3、4、5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东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8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黎明花苑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金色黎明公寓15幢底商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景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26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闸弄口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艮山西路20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城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98-11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三里亭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8幢底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山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66-7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塘北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双绍弄12-2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拱宸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街1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祥符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13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43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路2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4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德胜路235号翔园宾馆一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运河码头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路711号信步闲庭商铺21号、2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小河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嘉泰馨庭1幢1-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康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拱康路100号康华大厦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观音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34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道红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27-12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37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关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锦昌文华苑20-2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隐秀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隐秀路11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睦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42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拱康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103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卖鱼桥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48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莫干山路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9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白马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白马公寓1幢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广电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2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浦沿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浦沿路118-18，118-1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彩虹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439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物联网小镇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30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白马湖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江路44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奥体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旭江华庭2幢159、160、161、16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营业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61—176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兴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风荷路837-84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景江苑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4366-437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萧山支行义蓬分理处
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义蓬中路348、35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5-16：30
杭州联合银行浦沿支行浦东分理处
杭州市浦沿街道山二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40
杭州联合银行新生支行
杭州市浦沿街道新生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00
杭州联合银行浦沿支行冠山分理处
杭州市浦沿街道东冠路北四号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20
杭州联合银行滨盛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火炬大道581号D座106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20
杭州联合银行联庄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1013、1015、1017、1019、102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40
杭州联合银行浦沿支行
杭州市浦沿街道东冠路79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40
杭州联合银行长河支行春波分理处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镇春波小区24幢68-7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20
杭州联合银行滨兴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镇滨兴小区23-24幢沿街营业房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20
杭州联合银行江南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新月路50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白马湖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434-43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长河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镇长兴苑一幢长江路2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新州花苑分理处
杭州市滨江区启智街112、11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20
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迎春分理处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迎春小区17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20
杭州联合银行缤纷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缤纷街599号钱塘星宇大厦1幢101-6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7：50-16：10
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春晓分理处
杭州市滨江区春晓路39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7：50-16：10
杭州联合银行滨康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22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30
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固陵路1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0-16：40
杭州联合银行下沙支行十号大街分理处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0号大街（东）1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30
杭州联合银行下沙支行湾南分理处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乔街元成东盛家园5幢商铺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10
杭州联合银行下沙支行七格分理处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七格商业大楼1幢1层1-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20
杭州联合银行下沙支行高沙分理处
杭州市下沙街道高沙社区文渊路13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0-16：30
杭州联合银行文教支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银沙路56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40
杭州联合银行大创小镇支行
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科技园路57号15幢101-108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5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开发区支行
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4号大街12-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下沙支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达南路55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5-16：40
杭州联合银行蒋村支行蒋村新区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紫霞街176号互联网园3号楼102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40
杭州联合银行蒋村支行莲花街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333号莲花商务中心北楼一层105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40
杭州联合银行西溪花园支行
杭州市文二西路西溪花园红柿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0-16：30
杭州联合银行蒋村支行蒋村花园分理处
杭州市文二西路蒋村花园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35
杭州联合银行骆家庄支行
杭州市文一西路25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45
杭州联合银行蒋村支行
杭州市文三西路3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0-16：50
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三村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九环路4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0-16：00
杭州联合银行江湾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杨公路江岸邻里底商（临）56、57、5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00
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青年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三卫社区南苑三卫路74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15
杭州联合银行九堡市场专营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东路2888号杭州恒大陶瓷建材交易市场A-222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30
杭州联合银行钱塘智慧城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亲悦里2幢底商2、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00
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杭海路91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双桥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金庄路319、32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15
杭州联合银行丰潭支行
杭州市丰潭路33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7：00
杭州联合银行新世纪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厚仁路369号三墩新天地商业中心13幢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兰里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街15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三墩支行
杭州市三墩镇古墩路77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7：00
杭州联合银行周浦支行跃河桥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周浦乡周浦街6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周浦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三阳村（沿江公路8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双浦支行麦岭沙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麦岭沙水韵金沙公寓15号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10
杭州联合银行双浦支行东清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外张村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10
杭州联合银行双浦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袁浦街9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同协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杭坡街18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丁桥支行三义苑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长睦路40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丁桥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蕙兰雅路55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富康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拱康路7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康桥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水韵康桥康盛苑15幢101、102、201-1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桃源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桃源街333-2、333-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半山支行田园分理处
杭州市拱墅区建工路32、34、3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半山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13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艺创小镇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创意路53.5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美院北路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转江街200号-2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 转塘支行良户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回龙雅苑东2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云栖小镇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科海路18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7：00
杭州联合银行之江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枫桦路399号东泽江芯大厦129-13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20
杭州联合银行龙坞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龙坞工业区块128号105室（龙坞茶镇产业园区28号楼105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美院南路89号象荣大厦三号楼一至二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7：00
杭州联合银行 留下支行小和山分理处
杭州市留下街道留和路浙江科技学院博大后勤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20
杭州联合银行东岳支行
杭州市西溪路64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0-16：40
杭州联合银行留下支行牌楼分理处
杭州市西溪路887-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5-16：35
杭州联合银行留下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与留南路交叉君逸汇大楼一、二层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20
杭州联合银行北部软件园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972号10幢1层101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6：20
杭州联合银行祥符支行汽车城分理处
杭州市拱墅区三六零空间大厦1幢1单元101、102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祥符支行运河分理处
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518号恒策西城时代中心1幢102、202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和睦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25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祥符桥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丰庆路501、503、505、507、50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祥符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正德里街173、17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善贤支行
杭州市沈半路11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20
杭州联合银行上塘支行钱江分理处
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499号（水缘大楼）一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瓜山分理处
杭州市拱墅区科祥街31、3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皋亭分理处
杭州市拱墅区科园路219、22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45
杭州联合银行湖墅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38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上塘支行
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15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行文二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28号B楼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行文一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27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西溪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90号5幢一层底104、106房、北112、114、116房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益乐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2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高新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2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黄龙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5号103、10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古荡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38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西湖支行梅家坞分理处
杭州市西湖风景区梅家坞8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15-16：45
杭州联合银行西湖支行四眼井分理处
杭州市虎跑路四眼井车站对面（虎跑路6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0-16：20
杭州联合银行茅家埠支行
杭州市西湖风景区龙井路20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7：00
杭州联合银行西湖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45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华丰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康宁街80号海蓝国际电竞数娱中心1幢A座1层101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0-16：50
杭州联合银行三塘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441、44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7：00
杭州联合银行北景园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回龙路15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灯塔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颜三路23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50
杭州联合银行东新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沈家路66-7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石祥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路33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石桥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德胜路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笕桥支行恒祺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恒祺商务中心花园兜街205、207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笕桥支行大世界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笕丁路16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笕桥支行三里亭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顾家畈路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笕桥支行弄口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明石路53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闸弄口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15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机场路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25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笕桥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20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天城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塘工局路497、49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15
杭州联合银行东站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新风路29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30
杭州联合银行彭埠支行艮山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艮山东路180-4、180-5、180-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新塘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严家弄路3-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30
杭州联合银行普福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红普路759号普福社区汇禾禧福汇4幢103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七堡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768号一层北厅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45-16：30
杭州联合银行彭埠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66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三叉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太平门直街359-361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三堡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三新路6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钱江新城支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29号迪凯银座108室、109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五福分理处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三苑30幢1号商铺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水湘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昙花庵路5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庆春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双菱路202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常青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98-10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
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科技支行
杭州市三墩镇振华路206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宝善支行
杭州市建国北路57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玉皇分理处
杭州市上城区南复路3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30
杭州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望江分理处
杭州市上城区望江家园.东园20-2、20-3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近江支行
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378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吴山支行
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219-223号
工作时间:周日至周一 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武林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西路92-3号（临）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中山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288号02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
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87号一层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湖滨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204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夏：9：00-17：00 冬：9：00-17：00
杭州联合银行总行营业部
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99号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夏：9：00-17：00 冬：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