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投資專區」客戶服務的通知

 為配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最新規定，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將於2009年9月21日起，在全線分行推行「分隔一般銀行及投資服務」

的措施，讓客戶在分行內不同的指定區域享用一般銀行及投資服務。此外，

按照金管局規定，銀行職員必須獲得客戶同意後，方可在「投資專區」內查閱

及使用客戶的存款資料，以便為客戶提供投資及相關的理財服務。

 如閣下被界定為本行的現有活躍投資客戶1，將可於有關措施正式推行後，

在「投資專區」內享用投資及相關的理財服務，屆時本行職員可在「投資專區」

內查閱及使用閣下的存款資料。閣下如不同意本行職員使用閣下的存款資料2，

請於2009年9月21日或之後親臨本行屬下任何一家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非活躍投資客戶則須先明確同意本行職員使用其存款資料，方可於「投資

專區」內享用全面的投資及理財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分行職員聯絡或致電本行熱線 (852) 3669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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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九年九月

備註：

1. 現有活躍投資客戶指於過往3年內曾透過本行進行投資(包括證券)交易的客戶。

2. 如客戶不同意本行職員使用其存款資料，將可能無法於本行「投資專區」內享用全面的投資及理財服務。



下列分行提供全線服務，包括投資服務 (例如基金、債券、結構性存款等)與一

般銀行服務。 
 
 

分行名稱 地址 電話 
香港 
中區分行 香港德輔道中 2 號 A (852)2160 8888
德輔道西分行 香港德輔道西 111-119 號 (852)2546 1134
石塘咀分行 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534 號 (852)2819 7277
跑馬地分行 香港跑馬地景光街 11 號 (852)2838 6668
干諾道中分行 香港干諾道中 13-14 號 (852)2841 0410
軒尼詩道 409 號分行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409-415 號 (852)2835 6118
上環分行 香港德輔道中 252 號  (852)2541 1601
灣仔中國海外大廈分

行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9 號 (852)2529 0866

莊士敦道分行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52-158 號 (852)2574 8257
機利文街分行 香港德輔道中 136 號 (852)2135 1123
雲咸街分行 香港中環雲咸街 1-3 號 (852)2843 2888
皇后大道中分行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81-83 號 (852)2588 1288
第一街分行 香港西營盤第一街 55 號 A (852)2517 3399
統一中心分行 香港金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商場

1021 號 
(852)2861 1889

信德中心分行 香港干諾道中 200 號信德中心二樓

225 號  
(852)2291 6081

銅鑼灣分行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 18 號 (852)2572 4273
中銀大廈分行 香港花園道 1 號 (852)2826 6888
港灣道分行 香港灣仔港灣道 28 號灣景中心地下

4 號舖 
(852)2827 8407

灣仔胡忠大廈分行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852)2892 0909
中環永安集團大廈分

行 
香港德輔道中 71 號 (852)2843 6111

上環皇后大道西分行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 2-12 號 (852)2815 6888
渣甸街分行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23 號兆基商業中

心地下 
(852)2882 1383

國際金融中心中銀理

財中心 
香港中環港景街 1 號國際金融中心

商場 3 樓 3001 號 
(852)2523 8180

杏花邨分行 香港柴灣杏花邨東翼商場 205-208
號 

(852)2897 1131



北角恒英大廈分行 香港北角英皇道 318-328 號 B1 舖 (852)2887 1199
鰂魚涌分行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0 號柏惠苑 (852)2564 0333
西灣河分行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 142-146 號 (852)2886 3344
利眾街分行 香港柴灣利眾街 29-31 號 (852)2557 3283
香港仔分行 香港仔湖北街 25 號 (852)2553 4165
英皇道分行 香港北角英皇道 131-133 號 (852)2887 0282
北角僑輝大廈分行 香港北角英皇道 413-415 號 (852)2562 6108
健康村分行 香港北角英皇道 668 號健康村二期

1-2 號 
(852)2563 2278 

柴灣分行 香港柴灣道 341-343 號宏德居 B 座 (852)2558 6433
海怡分行 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西翼商場 G38 (852)2580 0345
金華街分行 香港筲箕灣金華街 3 號 (852)2885 9311
太古城分行 香港太古城智星閣 P1025 - 1026 (852)2967 9128
北角分行 香港北角英皇道 464 號樂嘉中心商

場 
(852)2811 8880

筲箕灣寶文大廈分行 香港筲箕灣道 260-262 號 (852)2568 5211
北角英皇中心分行 香港北角英皇道 193-209 號 (852)2286 2000
九龍 
北帝街分行 九龍土瓜灣北帝街 4-6 號 (852)2760 7773
窩打老道分行 九龍窩打老道 86 號萬基大廈 A2 舖 (852)2363 9231
黃大仙分行 九龍黃大仙中心地下 G13 號 (852)2327 8147
衙前圍道分行 九龍城衙前圍道 25 號 (852)2383 2316
彩虹道分行 九龍新蒲崗彩虹道 58-68 號 (852)2927 6111
毓華街分行 九龍慈雲山毓華街 46-48 號 (852)2927 6655
馬頭圍道分行 九龍紅磡馬頭圍道 47-49 號 (852)2926 5123
馬頭角道分行 九龍土瓜灣馬頭角道 39-45 號 (852)2714 9118
大有街分行 九龍新蒲崗大有街 35 號 (852)2328 0087
黃埔花園十一期分行 九龍紅磡黃埔花園第十一期 G6 (852)2363 3982
樂富分行 九龍樂富中心第二期商場 2 號 (852)2337 0271
彩虹分行 九龍牛池灣清水灣道 19 號 (852)2327 0271
紅磡義達大廈分行 九龍紅磡馬頭圍道 21 號 (852)2764 8363
香港公開大學分行 九龍何文田牧愛街 30 號香港公開大

學 
(852)2760 9099

鑽石山分行 九龍鑽石山荷里活廣場 G107 號 (852)2955 5088
紅磡中銀理財中心 九龍紅磡馬頭圍道 37-39 號 (852)2170 0888
爵祿街中銀理財中心 九龍新蒲崗爵祿街 86 號 (852)2326 2883
黃埔花園分行 九龍紅磡黃埔花園第一期商場 G8B (852)2764 7233



號 
土瓜灣分行 九龍土瓜灣道 80 號 N (852)2364 4344
觀塘廣場分行 九龍觀塘開源道 68 號觀塘廣場 G1 (852)2342 4295
輔仁街 26 號分行 九龍觀塘輔仁街 26-32 號 (852)2342 5262
牛頭角道 169 號分行 九龍牛頭角道 169 號 (852)2750 7311
德福花園分行 九龍灣德褔花園商場 P2 號 (852)2796 1551
九龍灣分行 九龍灣宏開道 17 號 (852)2331 3783
觀塘分行 九龍觀塘裕民坊 20-24 號 (852)2344 4116
宏冠道分行 九龍灣宏冠道南豐商業中心 G1 (852)2755 0268
藍田分行 九龍藍田啟田道 49 號 12 號舖 (852)2347 1456
德福花園中銀理財中

心 
九龍灣德褔花園商場 P8A 號 (852)2758 3987

九龍灣中銀理財中心 九龍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2 號 (852)2759 9339
開源道分行 九龍觀塘開源道 55 號 (852)2763 2127
太子分行 九龍彌敦道 774 號 (852)2399 3000
福全街分行 九龍大角咀福全街 32-40 號 (852)2391 8468
堪富利士道分行 九龍尖沙咀堪富利士道 4-4A (852)2311 3822
旺角銀高國際大廈分

行 
九龍旺角彌敦道 707-713 號 B 舖 (852)2391 6677

佐敦道分行 九龍佐敦道 23-29 號新寶廣場一樓 (852)2730 0883
旺角分行 九龍旺角彌敦道 589 號 (852)2332 0111
旺角太子道西分行 九龍旺角太子道西 116-118 號 (852)2928 4138
尖沙咀分行 九龍尖沙咀加拿芬道 24-28 號 (852)2721 6242
大角咀分行 九龍大角咀道 73-77 號 (852)2395 3269
中港城分行 九龍尖沙咀廣東道 33 號中港城高層

地下 28 號 
(852)2367 6164

旺角道分行 九龍旺角道 50-52 號 (852)2395 3263
奧海城分行 九龍海庭道 18 號奧海城二期一樓

133 號 
(852)2749 2110

旺角總統商業大廈分

行 
九龍旺角彌敦道 608 號 (852)2384 7191

油麻地分行 九龍油麻地彌敦道 471 號 (852)2780 2307
尖沙咀東分行 九龍尖沙咀加連威老道 94 號明輝中

心 G02-03 
(852)2739 0308

廣東道分行 九龍尖沙咀廣東道 60 號 (852)2730 0688
旺角上海街分行 九龍旺角上海街 611-617 號 (852)2394 4181
金馬倫道中銀理財中 九龍尖沙咀金馬倫道 30 號 (852)2312 0010



心 
長沙灣道 194 號分行 九龍深水埗長沙灣道 194-196 號 (852)2728 9389
深水埗分行 九龍深水埗南昌街 207-211 號 (852)2777 0171
美孚萬事達廣場分行 九龍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 17-B (852)2742 6611
長沙灣廣場分行 九龍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

G08 號 
(852)2745 7088

深水埗安寧大廈分行 九龍深水埗青山道 147-149 號 (852)2708 3678
汝州街分行 九龍深水埗汝州街 42-46 號 (852)2397 1123
又一城分行 九龍塘又一城 LG256 號 (852)2265 7288
美孚尊貴薈 九龍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 N47-49 (852)2742 8003
九龍廣場分行 九龍青山道 485 號九龍廣場 1 號 (852)2370 8928
長沙灣青山道分行 九龍長沙灣青山道 365-371 號 (852)2728 3311
美孚二期分行 九龍美孚新邨吉利徑 19 號 (852)2370 8382
隆亨邨分行 新界沙田隆亨邨商場 103 號 (852)2605 8618
新界 
沙田第一城分行 新界沙田第一城銀城商場16-20號A

座 
(852)2648 8083

安慈路分行 新界大埔安慈路3號翠屏花園10-11
號 

(852)2665 1966

大埔分行 新界大埔墟寶鄉街 68-70 號 (852)2657 2121
大埔廣場分行 新界大埔安泰路 1 號大埔廣場地下

商場 4 號 
(852)2665 5890

西貢分行 新界西貢灣景街 7-11 號 (852)2792 1465
大圍道 41 號分行 新界沙田大圍道 41-45 號 (852)2929 4288
火炭分行 新界火炭山尾街 18-24 號沙田商業

中心 1 樓 2 號 
(852)2691 7193

新城市廣場分行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六樓

608 號 
(852)2606 6163

新都城分行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一期二樓 209 號 (852)2701 4962
將軍澳廣場分行 新界將軍澳將軍澳廣場 L1 層

112-125 號 
(852)2702 0282

馬鞍山廣場分行 新界馬鞍山西沙路馬鞍山廣場 L2 層

2103 號 
(852)2631 0063

東港城分行 新界將軍澳東港城 101 號 (852)2628 7238
沙田尊貴薈 新界沙田沙田廣場 L1 層 18 號 (852)2688 7668
好運中心分行 新界沙田橫壆街好運中心 (852)2605 6556
屯門花園分行 新界屯門青海圍 6 號 G 及 H 舖 (852)2458 1033



教育路分行 新界元朗教育路 18-24 號 (852)2473 2833
元朗分行 新界元朗青山公路 102-108 號 (852)2474 2211
上水分行 新界上水新豐路 61 號 (852)2671 0155
屯門新墟分行 新界屯門鄉事會路雅都花園商場

G13-14 號 
(852)2457 3501

彩園邨分行 新界上水彩園邨商場三樓 3 號 (852)2671 6783
聯和墟分行 新界粉嶺聯和墟和豐街 17-19 號 (852)2675 5113
蝴蝶邨分行 新界屯門蝴蝶邨蝶翎樓 123-130 號 (852)2920 5188
嘉湖銀座分行 新界天水圍嘉湖銀座第一期 G64 號 (852)2616 4233
屯門中銀理財中心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商場北翼第一層 

5 號 
(852)2404 9777

上水尊貴薈 新界上水新豐路 33 號 (852)2639 9233
元朗青山道分行 新界元朗青山公路 162 號 (852)2476 2193
屯門市廣場分行 新界屯門市廣場第二期商場 2 號 (852)2450 8877
元朗恒發樓分行 新界元朗青山公路 8-18 號 (852)2475 3777
荃灣分行 新界荃灣沙咀道 297-299 及 313 號 (852)2411 1321
葵涌道分行 新界葵涌道 1009 號 (852)2424 3021
上葵涌分行 新界上葵涌石宜路 7-11 號 (852)2480 6161
德士古道分行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36 號東亞花園

A112 號 
(852)2414 4287

深井分行 新界深井海韻花園商場 G1 及 G2 (852)2491 0038
葵涌廣場分行 新界葵涌葵富路 7-11 號葵涌廣場地

下 A18-20 號 
(852)2920 2468

荃新天地分行 新界荃灣楊屋道 1 號荃新天地地下

65 號舖  
(852)2920 3211

新都會廣場分行 新界葵涌興芳道 223 號新都會廣場

260-265 號 
(852)2420 2686

香港國際機場分行 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樓 7T075 (852)2326 1883
葵昌路分行 新界葵涌葵昌路 40 號 (852)2480 3311
青衣城分行 新界青衣島青衣城 115 號 (852)2436 9298
荃灣青山道分行 新界荃灣青山道 201-207 號 (852)2416 6577
荃灣青山道中銀理財

中心 
新界荃灣青山道 167 號 (852)2406 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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