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联成员机构 ATM 跨行转账业务开通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地区 

四大行及

邮储银行 
股份制银行 

其他银行 
（区域性银行、外资银行、村镇银行等） 

总数 

1 北京 中行、建行、 

民生、光大、交行、招商、中信、

华夏、兴业、广发、浦发、平安、

渤海、浙商、恒丰 

北京农商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东亚银行、

友利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盛京银行、

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大连银行、锦州银行、

昆仑银行、廊坊银行、花旗银行、东亚银行、

新韩银行、顺义银座村镇银行 

33 

2 天津 
中行、建行、

邮储 

浦发、渤海、兴业、民生、光大、

交行、中信、平安、广发、华夏、

浙商 

天津农商行、大连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

友利银行、盛京银行、东亚银行、齐鲁银行、

新韩银行 
23 

3 河北 中行、建行 
民生、中信、交行、光大、兴业、

浦发、华夏 

廊坊银行、河北银行、河北农信、沧州银行、

承德商行、张家口银行、唐山银行、邢台银行、

衡水银行 
18 

4 山西 中行、建行 
交行、民生、光大、兴业、浦发、

华夏、中信、渤海 

山西农信、晋城银行、晋中商行、大同银行、

阳泉商行、山西尧都农信 
16 

5 内蒙 中行、建行 
中信、交行、浦发、兴业、光大、

华夏 

内蒙农信、内蒙古银行、鄂尔多斯银行、包头

银行、乌海银行、阿左旗方大村镇银行 
14 

6 辽宁 中行、建行 
广发、兴业、光大、中信、交行、

浦发、华夏 

盛京银行、大连银行、阜新商行、营口银行、

锦州银行、铁岭银行、东亚银行、新韩银行、

韩亚银行 
18 

7 大连 中行、建行 
民生、光大、中信、兴业、浦发、

交行、广发、平安、华夏、渤海 

大连银行、东亚银行、友利银行、盛京银行、

阜新银行、 
17 

8 吉林 中行、建行 
光大、交行、民生、浦发、兴业、

中信 
吉林银行、吉林农信、韩亚银行、盛京银行 12 

9 黑龙江 中行、建行 
交行、光大、兴业、浦发、广发、

中信 
龙江银行、哈尔滨银行、韩亚银行、昆仑银行 12 

10 上海 中行、建行 
浦发、交行、民生、光大、平安、

兴业、浙商、华夏、渤海、招商 

上海农商、上海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

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民泰银行、温州银行、

泰隆银行、大连银行、盛京银行、花旗银行、

东亚银行、渣打银行、、星展银行、友利银行、

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华侨银行、永亨银行、

大华中国、南商中国 

34 

11 江苏 
中行、建行、

邮储 

交行、光大、中信、浦发、兴业、

华夏、平安、广发、浙商、渤海、

恒丰、招商 

江苏银行、江苏农信、苏州银行、吴江农商行、

南京银行、长江商行、无锡农商行、张家港农

商行、太仓农商行、江阴农商行、上海银行、

宁波银行、东亚银行、浙江稠州银行、友利银

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沭阳东吴村镇银行、

泰隆银行、邗江民泰村镇银行 

35 



  
序

号 
地区 

四大行及

邮储银行 
股份制银行 

其他银行 
（区域性银行、外资银行、村镇银行等） 

总数 

12 浙江 
中行、建行、

邮储 

兴业、交行、中信、招商、浦发、

民生、广发、平安、光大、恒丰、

浙商、华夏、渤海 

浙江农信、浙江泰隆、台州银行、绍兴银行、

杭州银行、民泰银行、温州银行、湖州商行、

金华银行、嘉兴银行、稠州银行、上海银行、

宁波银行、东亚银行、福建海峡银行、北京银

行、长兴联合村镇银行 

33 

13 宁波 
农行、中行、

建行、邮储 

浙商、浦发、中信、光大、民生、

招商、广发、兴业、交行、平安、

华夏 

浙江农信、鄞州银行、宁波银行、宁波东海银

行、上海银行、温州银行、杭州银行、民泰银

行、包商银行、临沂商行、泰隆银行、浙江稠

州银行、石嘴山银行 

28 

14 安徽 中行、建行 交行、光大、兴业、浦发、中信 东亚银行、杭州银行 9 

15 福建 
中行、建行、

邮储 

兴业、民生、光大、平安、招商、

中信、交行、浦发、恒丰、华夏、 

福建农信、海峡银行、泉州商行、厦门银行、

浙江稠州银行、福建建瓯村镇银行 
19 

16 厦门 
建行、农行、

中行、工行、

邮储 

兴业、交行、招商、光大、中信、

民生、平安、华夏 
福建农信、厦门银行 15 

17 江西 中行、建行 交行、光大、兴业、中信、浦发 九江银行、上饶银行、北京银行 10 

18 山东 中行、建行 
恒丰、光大、中信、民生、兴业、

交行、浦发、平安、渤海、浙商 

济南农信、临沂商行、潍坊银行、齐鲁银行、

德州银行、青岛银行、北京银行、泰安商行、

烟台银行、日照银行、东营银行、济宁银行 
24 

19 青岛 中行、建行 
恒丰、交行、光大、中信、招商、

民生、浦发、华夏、平安、兴业 

青岛银行、青岛农信、张家港农商行、东亚银

行、即墨北农商行、潍坊银行、日照银行 
19 

20 河南 中行、建行 
交行、光大、中信、浦发、兴业、

招商、广发、民生 

河南农信、郑州银行、焦作商行、三门峡城信、

漯河商行、驻马店商行、周口商行、安阳商行、

信阳银行、新乡商行、商丘商行、鹤壁银行、

南阳村镇银行 

23 

21 湖北 
农行、中行、

建行 

民生、中信、交行、光大、兴业、

浦发、华夏、广发、平安 

湖北银行、汉口银行、武汉农商行、宜昌商行、

襄阳商行、嘉鱼吴江村镇银行、东亚、吴江商

行、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 
21 

22 湖南 中行、建行 
光大、兴业、浦发、交行、中信、

民生、华夏 
湖南农信、长沙银行、北京银行、东莞银行 13 

23 广东 

农行（仅转入

和受理）、中

行、建行、邮

储 

广发、民生、中信、交行、招商、

平安、光大、兴业、浦发、华夏、

渤海 

广东农信、广州农商、顺德农商、东莞农商、

东莞银行、南海农信、广东华兴银行、广东南

海农商行、珠海农信、三水农信、广州银行、

东亚、小榄村镇银行、广东南粤 

28 



  

序

号 
地区 

四大行及

邮储银行 
股份制银行 

其他银行 
（区域性银行、外资银行、村镇银行等） 

总数 

24 深圳 
农行、建行、

中行、邮储 

平安、招商、光大、交行、浦发、

民生、兴业、广发、中信、华夏、

浙商、渤海 

深圳农商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

东亚银行、宁波银行、广州银行、友利银行、

东莞银行、永亨银行、江苏银行、南洋商行、

银座村镇银行、渣打银行 

30 

25 广西 中行、建行 
交行、光大、兴业、浦发、中信、

华夏 
柳州银行、桂林银行 10 

26 海南 中行、建行 光大、交行、平安 无 5 

27 四川 中行、建行 

中信、光大、民生、恒丰、兴业、

交行、浦发、平安、浙商、渤海、

华夏 

德阳银行、成都农商行、民泰银行、上海银行、

重庆商行、大连银行、东亚银行 
20 

28 重庆 中行、建行 
民生、交行、中信、恒丰、平安、

华夏 

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重庆三峡银行、汉口

银行、东亚银行、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 
14 

29 贵州 中行、建行 交行、浦发、中信 
重庆银行、南充商行、贵阳银行、安顺商行、

六盘水商行、遵义商行、攀枝花商行 
12 

30 云南 中行、建行 
交行、民生、光大、中信、平安、

浦发、华夏、恒丰 
富滇银行 11 

31 陕西 
中行、建行、

邮储 

民生、光大、交行、浦发、中信、

兴业、浙商、恒丰、华夏 
北京银行、宝鸡商行、长安银行 15 

32 甘肃 中行、建行 交行、中信、浦发、浙商、光大 甘肃农信、兰州银行、平凉商行 10 

33 宁夏 中行、建行 交行 黄河农商行、银川银行、石嘴山银行 6 

34 青海 中行、建行 交行 青海银行 4 

35 新疆 中行、建行 交行、兴业、浦发、华夏、中信 新疆农信、昆仑银行、东亚银行 10 

36 西藏 中行、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