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卡申请
国家 / 地区

银行名称

联系电话

链接

菲律宾

菲律宾国家银行

+63 (2) 816-3311

http://www.pnbcards.com.ph/unionpay/

菲律宾

Omnipay

+63 (2) 884-1793

www.omnipay.asia

菲律宾

金融银行

+63 (2) 631 8000

www.bdo.com.ph/personal/credit-cards/right-card
-for-you/browse-by-brand
www.bdo.com.ph/cn/home

菲律宾

中华银行

+63 (2) 888 1883

http://www.rcbcbankard.com/credit-cards
/rcbc-bankard-unionpay-card/

菲律宾

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

+63 2 885 0111

www.bankofchinalocations.com/philippines/

韩国

韩国 BC 卡公司

1588-4000

www.bccard.com

韩国

韩国 KB 国民卡公司

1588-1688

www.kbcard.com

韩国

韩国乐天卡公司

1588-8100

www.lottecard.co.kr

韩国

韩国三星卡公司

1588-8700

www.samsungcard.co.kr

韩国

韩国三星卡公司

1544-7000

www.shinhancard.com

韩国

中国银行首尔分行

柬埔寨

中国工商银行柬埔寨分行

+855 23955880

www.icbc.com.kh

柬埔寨

中国银行金边分行

+855 23988886

www.bankofchina.com/kh

柬埔寨

湄江银行

(855) 23-964818

N/A

老挝

老挝外贸银行

+856 21262935

www.bcel.com.la

老挝

中国工商银行老挝万象分行

+856 21258888

www.icbc.com.la

缅甸

合作社银行

00951-378659,
00951-378905,
00951-1874

www.cbbank.com.mm

马来西亚

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分行

1800 18 5588 (Domestic)
+603 2788 1600 (International)

http://www.icbcmy.com

马来西亚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分行

+603 2175 0515 ( 预付费卡 )

http://www.bankofchina.com/my/

日本

Access Prepaid Japan KK

预付费卡咨询热线：
+81-3-57285290
紧急联络热线：00531-78-0167

http://www.jpcashpassport.jp/

日本

三井住友卡株式会社

+81-3-53927411

http://www.smbc-card.com/

日本

三菱日联 NICOS 株式会社

+81-3-54896165

http://www.cr.mufg.jp/

www.bankofchina.co.kr/

日本

中国工商银行东京分行

+81-3-52233885

http://www.icbc.co.jp/ICBC/%e6%b5%b7%e5%a4%96%e5
%88%86%e8%a1%8c/%e4%b8%9c%e4%ba%ac%e7%bd%
91%e7%ab%99/cn/default.htm

日本

中国银行东京分行

+81-3-55720081（日本境内拨打）
4008302366（中国大陆拨打）

http://www.bankofchina.com/jp/

泰国

泰国盘谷银行

0066-1333

http://www.bangkokbank.com

泰国

泰国泰京银行

0066-1551

http://www.ktb.co.th

泰国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

00662-6639999

http://www.icbcthai.com

泰国

中国银行曼谷分行

00662-6795566

http://www.bankofchina.com/th

香港地区

AEON 信贷财务（亚洲）有限公司

查询以及紧急报失 :
(852) 2895 6262

www.aeon.com.hk

香港地区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3988 2388
紧急报失 : (852) 2544 2222

www.bochk.com

香港地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查询 : (852) 2239 5559
紧急报失 : (852) 2836 8828

www.bankcomm.com.hk

香港地区

集友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232 3625

www.chiyubank.com

香港地区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280 1288

www.cncbinternational.com

香港地区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3179 5578
紧急报失 : (852) 3179 5505

www.asia.ccb.com

香港地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查询 : (852) 3119 5555

hk.cmbchina.com

香港地区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3768 8888
紧急报失 :
(852) 3768 8811 ( 信用卡 )
(852) 3768 6800 ( 提款卡 )

www.chbank.com

香港地区

花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860 0360
紧急报失 : (852) 2860 0360

www.citibank.com.hk

香港地区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828 8168

www.dahsing.com

香港地区

星展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290 8888
紧急报失 : (852) 2832 6603

www.dbs.com.hk

香港地区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822 0228
紧急报失 : (852) 2836 0838

www.hangseng.com

香港地区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189 5588
紧急报失 : (852) 8106 0123

www.icbcasia.com

香港地区

侨达国际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 ( 852 ) 2517 1933

www.kr-int.com

香港地区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提款卡热线 : (852) 2616 6266
查询专线 : (852) 2622 2633

www.ncb.com.hk

香港地区

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543 2223
紧急报失 : (852) 3199 9000

www.ocbcwhhk.com

香港地区

安信信贷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111 2999

www.primecredit.com

香港地区

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818 0282

www.shacombank.com.hk

香港地区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886 4111
紧急报失 : (852) 2886 9338

www.sc.com/hk

香港地区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3608 6628

www.hkbea.com

香港地区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以及紧急报失 :
(852) 2233 3000

www.hsbc.com.hk

香港地区

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2309 5555

www.winglungbank.com

香港地区

三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查询 : (852) 3900 9888

www.33finance.com

澳门地区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客户服务及报失卡热线 :
(853) 8889 5566

www.bocmacau.com

澳门地区

中银信用卡 ( 国际 ) 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853) 8988 9933
报失信用卡 : (853) 8988 9958

www.boci.com.hk/macau

澳门地区

澳门商业银行

客户服务及紧急报失热线 :
(853) 8796 8888

www.bcm.com.mo

澳门地区

澳门大西洋银行

客服热线 : (853) 2833 5533

www.bnu.com.mo

澳门地区

中国建设银行澳门分行

客户服务及报失卡热线 :
(853) 0800 555

www.asia.ccb.com/macau

澳门地区

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853) 8899 5588

www.icbc.com.mo

澳门地区

澳门国际银行

客户服务热线 : (853) 2872 5113

www.lusobank.com.mo

澳门地区

澳门华侨永亨银行

客户服务热线 : (853) 2832 3641
报失信用卡 : (853) 2838 8144

www.ocbcwhmac.com

澳门地区

大丰银行

客户服务热线 : (853) 8988 993324
小时报失热线 : (852) 2544 2222

www.taifungbank.com

澳门地区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客户服务热线：(853) 2833 5511

www.hkbea.com.mo

澳门地区

广发银行澳门分行

24 小时个人客服热线：
(853) 2899 5508

http://www.cgbchina.com.cn/Channel/20234885

新加坡

大华银行

+65-1800 355 1212

http://www.uob.com.sg

新加坡

工行新加坡分行

+65-63695588

www.icbc.com.sg

新加坡

中行新加坡分行

+65-1800 338 5335

http://www.bankofchina.com/sg/

印尼

中国工商银行 ( 印尼 ) 股份有限公司

+62 21 292 95588

http://www.icbc.com.cn/icbc/%E6%B5%B7%E5%A4%96%
E5%88%86%E8%A1%8C/%E5%8D%B0%E5%B0%BC%E7%
BD%91%E7%AB%99/englishsite/productsandservices/

印尼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021-5209988

http://www.bankofchina.co.id/

印尼

金光银行

+62 21 500153 or 50188888

www.banksinarmas.com/unionpay/jenis.html

越南

工行河内分行

+84-4 18008008

www.icbc.com.vn

越南

西贡商信银行

+84-8 3526 6060

www.sacombank.com.vn

越南

越南外贸银行

1900545413

www.vietcombank.com.vn

俄罗斯

俄罗斯农业银行

007 800 200-02-90

http://www.rshb.ru/natural/card-detail/personal/

俄罗斯

天然气银行

007 800 100-00-89

http://www.gazprombank.ru/personal/bank_cards/cards/

俄罗斯

Light 银行

007 800 333-93-73

https://lightbank.ru/unionpay-karty/

俄罗斯

滨海社会银行

007 800 200-42-02

http://www.pskb.com/private/

俄罗斯

建设银行（俄罗斯）

007 495 675-98-00

http://ru.ccb.com/russia/lng/index.html

俄罗斯

乌拉尔信贷银行

007 351 924-89-33

http://www.creditural.ru/

俄罗斯

滨海银行

8 800 200 20 86

http://www.primbank.ru/personal/plastic-cards/ unionpayc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