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生活礼遇 超越运动，专注享受

运动生活服务项目

服务期限内,您拥有 12 点权益，您可在如下服务项目中自行选择，每个服务项目所计权

益点数不同。

服务项目 服务限额 服务范围

精选酒店免费健身及

游泳

提前 1 天预订，单次服务计 2 点权益，

部分酒店单次服务计 3 点权益
酒店清单见下表

网球免费练球 提前 2天预订，单次服务计 1 点权益 球场清单见下表

羽毛球免费练球 提前 2天预订，单次服务计 1 点权益 球场清单见下表

温馨贴示：

 如您需要使用以上运动生活服务项目，请您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

信银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预订。

享受以上贵宾服务时，您需向服务人员出示标准钻石卡卡片，以证实您受益人资格。

精选酒店免费健身及游泳

贵为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持卡人，在指定的精选酒店，您只需提前 1 天预订，凭上

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即可享受免费健身及游泳礼遇。

服务特色：

享受全国指定精选酒店健身及游泳服务

温馨贴示：

服务限额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2点权益，部分酒店单次服务计 3点权益

 主附卡同享权益点数，附卡人使用点数计入主卡人权益。每次限预订一次服务，实际使用

以后方可再次预约

预订时间

 敬请提前 1 天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

务专线预订，是否预订成功视酒店当时可接纳量而定。

 对于您特别偏爱的酒店场馆，敬请尽量提前预约。

取消预订

 如您需要取消或修改预订，请提前 24 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

信银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办理，否则均按预约成功，扣减您相应的权益点数。



其他细则

 预订酒店健身游泳场馆成功后，若酒店健身游泳客户较多，酒店场馆会根据客户到场的

先后顺序进行安排，烦请您耐心等候。

 合作酒店如因设备维修或其他特殊原因暂停对外营业的情况，请选择其他场馆进行预

订，具体请以上海银行最新公布为准。

 酒店健身及游泳优惠礼遇仅限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持卡人本人享有，不允许转赠或

转借他人使用，使用时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持有的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若

经查实，该权益非本人使用，将停止其一个月的权益使用。

服务期限

 本服务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精选酒店健身及游泳场馆介绍

地区 场馆名称 场馆地址

上海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77 号

上海金桥红枫万豪酒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15 号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270 号

上海外滩茂悦酒店 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 199 号

上海新天地安达仕酒店 上海市黄浦区嵩山路 88 号

上海瑞金洲际酒店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 118 号瑞金宾馆

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 号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538 号

上海金茂君悦酒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

上海素凯泰酒店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380 号

上海镛舍酒店 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 366 号

上海静安瑞吉酒店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008 号

上海外滩悦榕庄酒店 上海市虹口区海平路 19 号

上海衡山路十二号酒店 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 12 号

北京

北京瑰丽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门外大街 1号呼家楼京广中心

北京柏悦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

北京君悦酒店 北京市东城区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

北京王府半岛酒店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金鱼胡同 8号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9号

北京瑞吉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1 号

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7号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街永安东里 8号

深圳 深圳大中华希尔顿酒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深南大道 1003 号



深圳君悦酒店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1881 号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6 号

成都

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街 31 号

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际大饭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 1736 号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 9 号

成都费尔蒙酒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中段 269 号

宁波

宁波凯洲皇冠假日酒店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 129 号

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彩虹北路 50 号

宁波洲际酒店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新晖路 777 号

宁波威斯汀酒店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日新街 75 号

天津

天津丽思卡尔顿酒店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67 号

天津君隆威斯汀酒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01 号

天津东凯悦酒店 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 126 号

天津海河悦榕庄酒店 天津市河北区海河东路 34 号

苏州

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星港街 168 号

苏州东恒盛国际大酒店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文苑路 88 号

苏州凯悦酒店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华池街 88 号

苏州园区香格里拉大酒店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思安街 99 号鑫能商务广场 2 幢

杭州

杭州海外海皇冠假日酒店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 333 号

杭州君悦酒店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路 28 号

杭州临安万豪酒店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大园路 719 号

杭州远洋凯宾斯基酒店 杭州 拱墅区丽水路 66 号

南京

南京金陵饭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号

南京金奥费尔蒙酒店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33 号

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329 号

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201 号

注：带“”的精选酒店游泳与健身场馆，单次服务计 3点权益。

网球免费练球
贵为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持卡人，在指定的网球场馆，您只需提前 2 天预订，凭上海银

行标准钻石信用卡即可享受免费 1 小时的练球。

服务特色

单次服务可享受 1 小时网球免费练球

温馨贴示

服务限额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1点权益

 单次服务可享受 1 小时网球免费练球

 主附卡同享权益点数，附卡人使用点数计入主卡人权益。每次限预订一次服务，实际使用



以后方可再次预约

 预订时间

1、敬请提前 2 天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务

专线预订，是否预订成功视网球场馆当时可接纳量而定。

2、对于您特别偏爱的网球场馆，敬请尽量提前预约

 取消预订

如您需要取消或修改预订，请提前 24 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

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办理，否则均按预约成功，扣减您相应的权益点数。

 其他细则

1、预订网球场馆成功后，若打球客户较多，网球场馆会根据客户到场的先后顺序进行安排，

烦请您耐心等候。

2、合作场馆如有变更，请以上海银行最新公布为准。

3、网球优惠礼遇仅限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持卡人本人享有，不允许转赠或转借他人使

用。若经查实，该权益非本人使用，将停止其一个月的权益使用。

4、免费项目：场地费

 服务期限

服务有效期限：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网球免费练球场馆介绍：

地区 场馆名称 场馆地址

上海

上海仲益黄兴达安花园网球场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999 弄达安花园 15 号运动馆

上海点石网球俱乐部（曲阳店）
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 980 号曲阳公园内（近中山

北路）

上海浦东游泳馆网球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669 号

上海中原体育场网球场 上海市杨浦区开鲁路 518 号

上海仙霞网球中心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885 号

上海点石网球俱乐部（赤峰店） 上海市虹口区赤峰路 370 号 33 号（近密云路）

北京
二十一世纪饭店室外网球场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0 号

北京大运村网球场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大运村 29 号 12 楼西侧

天津

天津网球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9号（南开大学正门对面）

天津团泊新城国际网球中心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常海大道与体育大道交叉

路口

成都
成都市吉瑞南苑网球场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中 900 号

成都市吉瑞东城网球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四川师范大学旁蓝谷地小区内

深圳
深圳香蜜体育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与香蜜湖南路交界（近地

铁香蜜站和侨香站）

深圳梅林文体中心网球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丽路 44 号梅林文体中心内（梅



林水库旁）

宁波
宁波李坤网球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 360 号体育中心内姚隘路

口

宁波鄞州体育馆室外网球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南路 578 号

苏州
苏州体育中心网球馆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三香路 1131 号（三香路体育中心

综合健身馆 2楼北）

苏州威克多运动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枫津南路 28 号

杭州

杭州江干区全民健身中心网球馆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 12 号

杭州城北体育公园网羽中心（城北

国际网球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白石路 129 号城北体育公园（近

水印康庭小区）

南京

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室外网球场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173 号五台山体育场内

南京雨花体育中心室外网球场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大道 8号（近阅城国际花

园）

羽毛球免费练球
贵为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持卡人，在指定的羽毛球场馆，您只需提前 2 天预订，凭上海

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即可享受免费 1 小时的练球。

服务特色

单次服务可享受 1 小时羽毛球免费练球

温馨贴示

服务限额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1点权益

 单次服务可享受 1 小时羽毛球免费练球

 主附卡同享权益点数，附卡人使用点数计入主卡人权益。每次限预订一次服务，实际使用

以后方可再次预约



 预订时间

1、敬请提前 2 天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务

专线预订，是否预订成功视羽毛球场馆当时可接纳量而定。

2、对于您特别偏爱的羽毛球场馆，敬请尽量提前预约

 取消预订

如您需要取消或修改预订，请提前 24 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

行或拨打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办理，否则均按预约成功，扣减您相应的权益点数。

 其他细则

1、预订羽毛球场馆成功后，若打球客户较多，羽毛球场馆会根据客户到场的先后顺序进行

安排，烦请您耐心等候。

2、合作场馆如有变更，请以上海银行最新公布为准。



3、羽毛球优惠礼遇仅限上海银行标准钻石信用卡持卡人本人享有，不允许转赠或转借他人

使用。若经查实，该权益非本人使用，将停止其一个月的权益使用。

 服务期限

服务有效期限：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羽毛球免费练球场馆介绍：

地区 场馆名称 场馆地址

上海

上海博宽体育双桥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双桥路 302 号

上海宝羽汇运动馆 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 701 号 2 楼

上海樱发羽毛球俱乐部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金园六路 319 号（樱发宾馆内）

上海运动源羽毛球馆（漕宝

馆）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路2760号七宝实验中学体育馆1

楼

上海宏博羽毛球馆 上海市闵行区光中路 488 号近中春路

上海五角场市民健身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民京路 781 号

上海虹口足球场羽乒馆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 444 号

北京

北京龙潭湖羽毛球馆（普通

馆）
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76号,龙潭湖体育馆内

北京兴隆羽毛球馆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兴隆庄甲 8 号

天津

天津先锋运动馆 天津市河北区万柳村大街 56 号绿领产业园 A3 号

天津正能量羽毛球馆
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与泰兴南路交口（摩玛街区院

内羽毛球馆）

成都
成都先锋羽毛球馆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 170 号附 17 号

成都铸信羽毛球俱乐部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路 15 号铸信集团内

深圳

深圳五和羽毛球馆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医院附近1号路辉达自行

车厂

深圳大与文体中心羽毛球场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惠盐中路马六龙苑

新村新园路 88 号

宁波

宁波羽航体育羽毛球馆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国际会展中心 8号馆 2楼

宁波小狮子体育（青林湾馆）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环城北路西段 850 号（近青林

渡路）

苏州
苏州吴越荣记羽毛球馆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1131 号体育中心综合

健身馆 3楼

苏州威克多羽毛球馆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枫津南路 28 号

杭州 杭州天歆文体中心羽毛球馆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工路 11 号



杭州胜蓝羽毛球俱乐部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香积寺东路东新园孚信苑 11

栋

南京
南京宏淮羽毛球馆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宏光路双桥新村内

南京江宁体育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江宁大学城格致路 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