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步出行礼遇
服务期限内,您拥有 24 点（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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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不同。

服务项目 服务限额 服务范围

境内机场接送
限 2次/自然日，限 100公里以内同城

服务，单次服务计 3 点权益
服务区域见下表

境内高铁/火车站接

送

限 2次/自然日，限 100公里以内同城

服务，单次服务计 3 点权益
服务区域见下表

境外机场接送

限 2次/自然日，限同城服务，舒适车

型单次服务计 4 点权益、豪华车型单

次服务计 5 点权益

服务区域见下表

随心用车
限 2 次/自然日，限 40 公里以内同城

服务，单次服务计 3 点权益
服务区域见下表

酒后代驾

限 1 次/自然日，单程 50 公里内，单次

服务计 1 点权益，上海地区外环外（除

崇明地区）单次服务计 2 点权益

服务区域见下表

商务代驾
限 1次/自然日，200 公里/天/8 小时，

单次服务计 3 点权益
服务区域见下表

非事故道路救援
限 100 公里以内的同城服务，服务期

限内无限次
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

现场紧急维修
协助安排人员提供现场维修服务，服

务期限内无限次

代办年检

年检费需按照当地年检收费标准自行

承担，仅限牌照所在地车辆在车辆所

在地同城使用，服务期限内无限次

服务区域见下表

境外优惠租车 服务期限内无限次 服务区域见下表

 温馨贴示：

 如您需要使用以上出行服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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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贵宾服务专线进行垂询与预订。

 预约及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和钻石信用卡卡片状态正常。

 享受以上贵宾服务时，您需向服务人员出示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卡片，以证实您受益人

资格。

 境内机场接送服务
您可享受境内豪华轿车免费机场接送服务。覆盖境内 40余家城市。派遣专人专车，接送您

往来于机场与家中（或您指定的地点）之间的单程服务（限 100公里以内同城）。



 温馨贴示：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3点权益。

 服务期限内您每自然日限使用 2 次单程服务。

 预约和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现场接受服务时，请您出示本人的

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

 服务流程

1、请持卡人至少提前 12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致电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预约本服务，最长可预约自申请之日起 30个自然日内的服务，预约和使

用服务时请确保卡片状态正常。如果您的出发地或目的地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成都、

宁波、南京和杭州上述 8个城市可享受提前 4小时预约本服务。预约时您须详细提供所需服

务的具体信息，包括持卡人姓名、联系电话、接机或送机、航空公司、航班号、机场、国内

出发/到达或国际出发/到达、接机目的地或送机起始地、接机或送机时间、服务人数（一般

为 4人，GL8为 6人）等其他信息。

2、预约本服务时，持卡人可选择的车型为奥迪 A6、GL8豪雅版等同档次豪华车型，如遇

可选车型暂时无法调配，本行服务商将提供同档次或以上车型的车辆进行服务；每次服务可

预约的车辆仅限一辆 5座小轿车（只允许最多乘坐 4位乘客）或 7座商务车（只允许最多乘

坐 6位乘客）。

3、境内机场接送服务每个自然日(00：00-24：00)限使用 2次单程服务，单程服务最长距离

为 100 公里（仅限同城使用）。

4、每个订单可支持修改一次，修改订单需符合原服务预约规则，且修改后的订单服务时间

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5、享用本服务时，持卡人须出示本人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配合服务人员进行身

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即可享用本服务。本服务可供持卡人本人单独使用或偕同宾客共乘时

使用，但不得将该权益转让他人。

6、持卡人预约的接机或送机服务时间一经确认后，如欲取消或变更行程，须在原约定时间

基础上提前 2小时告知，否则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服务一

经取消或变更，持卡人需依上述流程重新预约。

7、若接送机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服务地点后，在 1小时内联系不到持卡人，则机

场接送服务自动取消，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8、服务使用结束后，服务人员将请持卡人确认服务记录并签单。



 服务细则

1、本服务的目的地或出发地必须是下面列表中所在地对应的指定民航机场（军用机场除外）。

不可跨城市、国家或地区使用服务。预订时，如需要，请务必提供您的航班信息。

2、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提供从预约时间起计算最长 1 小时的免费等候服

务（如遇航班延误，以实际航班落地时间为准，开始计算免费等候时间）。如超过最长免费

等候时间且服务商仍无法与您取得联系，则机场接送服务自动取消，且视同您已使用了本次

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如须等待超过 1小时，则您须自行承担 1小时以外的超时等候费

用，按照 60元/小时支付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收取，最长可

提供 2小时的有偿等候服务。

3、在服务地点和前往目的地确定后，由服务人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安全、快捷和

合理的路线，中途不停靠。您在服务过程中下车即被视作服务已结束，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4、单次接机或送机服务最长距离为 100公里（仅限同城使用），且已包含 100公里车程内所

发生的车辆租金、驾驶员代驾服务费、燃油费、第三者责任险、车损费、机场过路/过桥费、

高速公路费、停车费、税金等费用。

5、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6、在预订服务时，如服务商了解到持卡人要求的服务距离超出规定范围（限 100公里以内），

可与持卡人协商不提供服务。预订或实际服务过程中，发现持卡人要求超出指定范围之外的

服务或有违反本服务规则的需要（例如，持卡人要求中途停车接人；服务人员到指定地点发

现非持卡人本人享用服务等），服务商有权直接拒绝并协商调整服务要求；如持卡人拒不接

受的，服务商有权不提供服务，已实际派车到场甚或实际发生服务的，服务商有权立即终止

服务，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7、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且扣减相应权

益点数。同时我行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和使用。

8、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信用

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相关领用

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境内机场接送服务可以覆盖如下城市区域，持卡人需在服务范围内使用服务：

省份 城市
机场接送服务的起始

地或目的地范围
机场名称

上海 上海 全部（除崇明地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

北京 北京 五环以内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

广东 深圳

北到沈海高速南到深

港界，东辖 s255 沿河

路，西到临海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天津 天津 外环以内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江苏 南京 绕城公路以内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四川 成都 第二绕城高速以内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浙江

杭州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

区/拱墅区/西湖区/

滨江区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宁波 绕城高速以内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温州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

区
温州龙湾机场

广东

珠海 香洲区 珠海三灶机场

佛山 一环高速以内 佛山沙堤机场

安徽 合肥
瑶海区/庐阳区/包河

区/蜀山区

合肥骆岗机场、合肥新桥国际

机场

福建

福州 三环以内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泉州 丰泽区/鲤城区 泉州晋江机场

厦门 岛内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龙岩 新罗区/永定区 连城机场

武夷山
崇安街道/武夷街道/

新丰街道
武夷山机场

广西
南宁 快速环道以内 南宁吴圩机场

桂林 二环路内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河南 郑州 四环以内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黑龙江 哈尔滨

道里区/道外区/南岗

区/香坊区（所辖区的

绕城高速内部分）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湖北 武汉 三环以内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湖南 长沙 绕城高速以内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江西 南昌
东湖区/西湖区/青云

谱区
南昌昌北机场

辽宁

大连
甘井子区/沙河口区/

西岗区/中山区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沈阳 二环以内（含浑南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山东

济南 二环路以内 济南遥墙机场

青岛
市北区/李沧区/崂山

区/市南区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山西 太原
迎泽区/杏花岭区/万

柏林区/小店区
太原武宿机场

陕西 西安 绕城高速以内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新疆 乌鲁木齐

新市区/沙依巴克区/

天山区/米东区/水磨

沟区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云南 昆明 三环以内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重庆 重庆

渝中区/渝北区/南岸

区/沙坪坝区/江北区

/九龙坡区/大渡口区

/巴南区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甘肃 兰州 城关区/七里河区 兰州中川机场

贵州 贵阳
绕城高速内（不含绕

城东段）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海南
海口

粤海大道/椰海大道/

琼山大道/北海岸线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三亚 吉阳区/天涯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河北 石家庄 三环路以内 石家庄正定机场

吉林 长春 环城路以内（四环） 长春龙嘉机场

内蒙古 呼和浩特 二环路以内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宁夏 银川 绕城高速以内 银川河东机场

青海 西宁
城中区/城东区/城西

区/城北区
西宁曹家堡机场

西藏 拉萨 城关区 拉萨贡嘎机场



 境内高铁/火车站接送服务
您可享受境内高铁/火车站接送服务，覆盖境内百余家城市，派遣专人专车，接送您往来于

高铁/火车站与家中（或您指定的地点）之间的单程服务（限 100公里以内同城）。

 温馨贴示：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3点权益。

 服务期限内您每自然日限使用 2 次单程服务。

 预约和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现场接受服务时，请您出示本人的

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

 服务流程

1、请持卡人至少提前 12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致电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预约本服务，最长可预约自申请之日起 30个自然日内的服务。如果您的

出发地或目的地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成都、宁波、南京、杭州和苏州上述 9个城市

可享受提前 4小时预约本服务。预约时您须详细提供所需服务的具体信息，包括持卡人姓名、

联系电话、接站或送站、列车班次号、高铁/火车站出发/到达、接站目的地或送站起始地、

接站或送站时间、服务人数（一般为 4人，GL8 为 6人）等其他信息。

2、预约本服务，持卡人可选择的车型为奥迪 A6、GL8 豪雅版等同档次豪华车型。如遇可

选车型暂时无法调配，将提供同档次或以上车型的车辆进行服务；每次服务可预约的车辆仅

限一辆 5座小轿车（只允许最多乘坐 4位乘客）或 7座商务车（只允许最多乘坐 6位乘客）。

3、境内高铁/火车站接送服务每个自然日(00：00-24：00)限使用 2 次单程服务，单程服务

最长距离为 100 公里（仅限同城使用）。

4、每个订单可支持修改一次，修改订单需符合原服务预约规则，且修改后的订单服务时间

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5、享用本服务时，持卡人须出示本人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配合服务人员进行身

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即可享用本服务。本服务可供持卡人本人单独使用或偕同宾客共乘时

使用，但不得将该权益转让他人。

6、持卡人预约的接站或送站服务时间一经确认后，如欲取消或变更行程，须在原约定时间

基础上提前 2小时告知，否则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服务一

经取消或变更，持卡人需依上述流程重新预约。

7、若未及时接到来自持卡人的列车延误及调整后的列车出发时间通知，接送站服务人员于

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在 1小时内联系不到持卡人，则高铁/火车站接送服务自动取消，



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8、服务使用结束后，服务人员将请持卡人确认服务记录并签单。

 服务细则

1、本服务的目的地或出发地必须是下面列表中所在地对应的指定高铁/火车站。不可跨城市、

国家或地区使用服务。预订时，如需要，请务必提供您的列车班次信息。

2、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提供最长 1 小时的免费等候服务（从预约时间起

计算）。如超过最长免费等候时间且服务商无法与您取得联系，则高铁/火车站接送服务自动

取消，且视为您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如须等待超过 1小时，则您须自行

承担 1小时以外的超时等候费用，按照 60元/小时支付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收取，最长可提供 2小时的有偿等候服务。

3、在服务地点和前往目的地确定后，由服务人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安全、快捷和

合理的路线，中途不停靠。您在服务过程中下车即被视作服务已结束，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4、单次接站或送站服务最长距离为 100公里（仅限同城使用），且已包含 100公里车程内所

发生的车辆租金、驾驶员服务费、燃油费、第三者责任险、车损费、过路/过桥费、高速公

路费、停车费、税金等费用。

5、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6、在预订服务时，如了解到持卡人要求的服务距离超出规定范围（限 100公里以内），可与

持卡人协商不提供服务若持卡人坚持需提供服务，则按照超出公里数 5元/公里自行支付给

服务商。预订或实际服务过程中，发现持卡人要求超出指定范围之外的服务或有违反本服务

规则的需要（例如，持卡人要求中途停车接人；服务人员到指定地点发现非持卡人本人享用

服务等），有权直接拒绝并协商调整服务要求；如持卡人拒不接受的，有权不提供服务，已

实际派车到场甚或实际发生服务的，有权立即终止服务，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且

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7、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且扣减相应权

益点数。同时我行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和使用。

8、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信用

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相关领用



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境内高铁/火车站接送服务可以覆盖如下城市区域，持卡人需在服务范围内使用服务：

省份 城市

高铁/火车站接送服

务的起始地或目的

地范围

高铁/火车站点

上海 上海 全部（除崇明地区） 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

北京 北京 五环内 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北站

广东

深圳

北到沈海高速南到

深港界，东辖 s255

沿河路，西到临海

深圳站、深圳北站、深圳东站、深圳西站

广州

天河区/海珠区/越

秀区/荔湾区/白云

区绕城高速以内

广州南站、广州东站、广州站、广州北站

江门
蓬江区/江海区/新

会区
江门东站

茂名 茂南区 茂名站

珠海 香洲区 珠海站

中山 市辖区 小榄站、南投站、中山站

东莞 环城路以内 东莞站



惠州 惠城区/惠阳区 惠州南站

湛江
赤坎区/霞山区/坡

头区/麻章区
湛江西站

佛山 一环高速以内 佛山站、佛山西站

清远 清城区/清新区 清远站

四川 成都 第二绕城高速以内 成都东站、成都南站、成都西站、成都站

天津 天津 外环内 天津南站、天津站、天津北站、天津西站

浙江

杭州

上城区/下城区/江

干区/拱墅区/西湖

区/滨江区

杭州站、杭州东站

宁波 绕城高速以内 宁波站

绍兴

二环西路/二环南路

/二环东路/二环北

路

绍兴北站

嘉兴

中环西路/中环南路

/中环东路/中环北

路

嘉善南站、嘉兴南站

金华 环城路以内 金华南站、金华站、金华东站

湖州 三环路内 湖州站

温州
鹿城区/龙湾区/瓯

海区
温州南站、温州站



台州
椒江区/路桥区/黄

岩区
台州站、台州南站

衢州 柯城区/衢江区 衢州站

丽水 莲都区 丽水站

义乌 义乌市 义乌站

江苏

苏州 中环内 苏州园区站、苏州站、苏州北站

南京 绕城公路以内 南京站、南京南站

昆山 中环内 昆山南站

无锡

崇安区/南长区/北

塘区/锡山区/滨湖

区

无锡站、无锡东站

常州

龙江路高架/长虹路

高架/青洋路高架/

龙城大道高架

常州站、常州北站

徐州
鼓楼区/泉山区/云

龙区/铜山区
徐州站、徐州东站

镇江 京口区/润州区 镇江南站、镇江站、镇江东站

泰州
海陵区/高港区/姜

堰区
泰州站、泰州西站

扬州
广陵区/邗江区/仪

征市
扬州站

盐城
亭湖区/盐都区/大

丰区
盐城站、盐城北站



淮安
清河区/淮阴区/清

浦区/楚州区
淮安南站

南通 港闸区/崇川区 南通站

湖南

长沙 绕城高速以内 长沙南站

株洲
南环路/东环路/湘

云路/红旗北路
株洲西站

湘潭
芙蓉大道/g320/建

设南路/书院中路
湘潭北站

永州 冷水滩区 永州站

衡阳
蒸湘区/石鼓区/雁

峰区/珠晖区
衡阳东站、衡阳南站

岳阳 岳阳楼区 岳阳东站

娄底 娄星区 娄底南站

怀化 环路以内 怀化南站

郴州 主城区 郴州西站

河南

洛阳
连天线/宁洛高速/

南环路/G55
洛阳龙门站、洛阳东、关林站、洛阳站

郑州 四环以内 郑州站、郑州东站

南阳 卧龙区/宛城区 南阳站、南阳东站



新乡

平原示范区/卫滨区

/红旗区/凤泉区/牧

野区

新乡站、新乡东站

开封

龙亭区/顺河回族区

/鼓楼区/禹王台区/

祥符区

开封北站、开封站

平顶山

高新区/新华区/卫

东区/石龙区/湛河

区

平顶山站

信阳 浉河区/平桥区 信阳东站、信阳站

安阳
文峰区/北关区/龙

安区/殷都区
安阳站、安阳东站

焦作
解放区/中站区/马

村区/山阳区
焦作东站

湖北

武汉 三环以内 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

宜昌
伍家岗区/西陵区/

夷陵区/高新区
宜昌东站、宜昌站

襄阳
襄城区/樊城区/襄

州区
襄阳站

十堰
茅箭区/张湾区/郧

阳区
十堰站



黄石

黄石港区/西塞山区

/铁山区/黄石经济

开发区

黄石北站、黄石东站、黄石站

安徽

芜湖
镜湖区/鸠江区/弋

江区
芜湖南站、芜湖站

合肥
瑶海区/庐阳区/包

河区/蜀山区
合肥站、合肥南、合肥西

安庆
迎江区/大观区/宜

秀区
安庆站

淮南

田家庵区/谢家集区

/潘集区/八公山区/

大通区

淮南南、淮南东

马鞍山
花山区/雨山区/博

望区
马鞍山站

淮北
相山区/杜集区/烈

山区
淮北站、淮北北站

亳州 谯城区 亳州站、亳州南站

宿州 埇桥区 宿州东站

黄山
屯溪区/徽州区/黄

山区
黄山北站

蚌埠
蚌山区/禹会区/淮

上区/龙子湖区
蚌埠站、蚌埠东站、蚌埠南站



山东

济南 二环路以内 济南站、济南西站、济南东站

济宁
西外环/济宁大道/

东外环/北二环
济宁西站

青岛
市北区/李沧区/崂

山区/市南区
青岛站、青岛北站

威海 环翠区 威海北站、威海南站

烟台
绕城高速/长江路/

迎春大街
烟台南站、烟台站

潍坊 外环路以内 潍坊站、潍坊东站、潍坊北站

淄博

鲁泰大道/淄河大道

/西外环路/鲁山大

道

淄博站、淄博北站

日照 东港区/岚山区 日照站、日照西站

临沂
G206/沂河路/沃尔

沃路/长春路
临沂站、临沂北站、临沂东站

聊城
东昌府区/开发区/

临清区
聊城站

泰安 泰山区/岱岳区 泰安站

滨州 滨城区/沽化区 滨州站



江西

南昌
东湖区/西湖区/青

云谱区
南昌西站、南昌站

赣州 章贡区/南康区 赣州站、赣州西站

九江 濂溪区/浔阳区 九江站

上饶 信州区 上饶站

宜春 袁州区 宜春站

景德镇 昌江区/珠山区 景德镇站、景德镇北站

河北

石家庄 三环路以内 石家庄站、石家庄东站、石家庄北站

唐山 环城路以内 唐山站、唐山南站

邯郸 环路以内 邯郸站

保定 三环内 保定站、保定东站

邢台 环路以内 邢台东站

衡水 外环路以内 衡水站、衡水北站

张家口

桥东区/桥西区/下

花园区/万全区/崇

礼区

张家口站、张家口南站

承德
双桥区/鹰手营子矿

区
承德站、承德东站

廊坊 安次区/广阳区 廊坊北站

秦皇岛
海港区/山海关区/

北戴河区
秦皇岛站、秦皇岛东站



山西

太原
迎泽区/杏花岭区/

万柏林区/小店区
太原南站、太原东站、太原站

大同 城区 大同站、大同南站

晋城 城区 晋城北站、晋城站

运城 盐湖区 运城北站、运城站

临汾 尧都区 临汾北站、临汾站

内蒙

古

呼和浩

特
二环路以内 呼和浩特东站、呼和浩特站

包头 市区范围内 包头东站、包头西站、包头北站

鄂尔多

斯
东胜区 东胜东站、东胜西站

赤峰 主城区 赤峰南站、赤峰西站、赤峰站

呼伦贝

尔
主城区 海拉尔站

通辽 主城区 通辽站、通辽南站、通辽东站

吉林

长春 环城路以内（四环） 长春站、长春西站

吉林 环城路以内 吉林北站、吉林东站

四平 环城路以内 四平东站



黑龙

江

哈尔滨

道里区/道外区/南

岗区/香坊区（所辖

区的绕城高速内部

分）

哈尔滨西站、哈尔滨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

站

大庆

萨尔图区/让胡路区

/龙凤区/红岗区/大

同区

大庆西站、大庆东站

齐齐哈

尔

龙沙区/建华区/铁

锋区/昂昂溪区/富

拉尔基区

齐齐哈尔站、齐齐哈尔南站

辽宁

大连
甘井子区/沙河口区

/西岗区/中山区
大连北站、大连站

沈阳
二环以内（含浑南

路）
沈阳站、沈阳南、沈阳北

鞍山

千山区/海城市/立

山区/铁东区/铁西

区

鞍山西站

营口
站前区/西市区/老

边区/鲅鱼圈区
营口东站

丹东
元宝区/振兴区/振

安区
丹东站



盘锦 兴隆台区/双子台区 盘锦站

锦州
古塔区/凌河区/太

和区/松山新区
锦州南站

福建

福州 三环以内 福州站、福州南站

泉州 丰泽区/鲤城区 泉州站

厦门 岛内 厦门站、厦门北站

宁德 蕉城区 宁德站

龙岩 新罗区/永定区 龙岩站

漳州 芗城区/龙文区 漳州站

广西

桂林 二环路内 桂林北站

柳州 外环路以内 柳州站

南宁 快速环道以内 南宁站、南宁东站

北海
海城区/银海区/铁

山港区
北海站

贵港
港北区/港南区/覃

塘区
贵港站

钦州 钦南区/钦北区 钦州东站

玉林 玉州区/福绵区 玉林站

梧州
万秀区/长洲区/龙

圩区
梧州南站



云南 昆明 三环以内 昆明南站、昆明站

贵州 贵阳
绕城高速内（不含绕

城东段）
贵阳北站、贵阳站、贵阳东站

海南

海口

粤海大道/椰海大道

/琼山大道/北海岸

线

海口东站、海口站

三亚 吉阳区/天涯区 三亚站、亚龙湾站

青海 西宁
城中区/城东区/城

西区/城北区
西宁站

陕西

西安 绕城高速以内 西安北站、西安站

宝鸡
金台区/渭滨区/陈

仓区
宝鸡南站

延安 宝塔区 延安站

咸阳 秦都区/渭城区 咸阳秦都站、咸阳站

重庆 重庆

渝中区/渝北区/南

岸区/沙坪坝区/江

北区/九龙坡区/大

渡口区/巴南区

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站

新疆
乌鲁木

齐

新市区/沙依巴克区

/天山区/米东区/水

磨沟区

乌鲁木齐站、乌西站、乌鲁木齐南站



宁夏 银川 绕城高速以内 银川东站

甘肃 兰州 城关区/七里河区 兰州火车站、兰州西站

 境外机场接送服务

您可享受境外免费机场接送服务，覆盖境外 50 家城市，派遣专人专车，接送您往来于机场

与家中(或您指定的地点)之间的单程服务（限同城）。

 温馨贴示：

 服务期限内舒适车型单次服务计 4点权益、豪华车型单次服务计 5点。

 服务期限内您每自然日仅限使用 2次单程服务。

 预约和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现场接受服务时，请您出示本人的

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

 服务流程

1、请持卡人至少提前 48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致电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预约本服务，最长可预约自申请之日起 30个自然日内的服务。预约时您

须详细提供所需服务的具体信息，包括持卡人姓名、联系电话、接机或送机、航空公司、航

班号、机场、国内出发/到达或国际出发/到达、接机目的地或送机起始地、接机或送机时间、

服务人数、行李数量等其他信息。

2、预约本服务时，持卡人一般可选择卡罗拉等同档次的 5人座舒适车型，或奔驰 vito，阿

尔法等同档次的 7人座豪华车型。车辆实际限乘人数因各地区当地相关法规不同而有差异，

具体以本行服务商宣告为准，如遇可选车型暂时无法调配，本行服务商将提供同档次或以上

车型的车辆进行服务；随车携带行李不得超过所提供服务的车型限乘规定，因各地车辆资源

情况不同具体车型以实际提供为准，不做承诺。

3、境外机场接送服务每个自然日(00：00-24：00)限使用 2次单程服务，单程服务最长距离

为 100 公里（仅限同城使用）。

4、每个订单可支持修改一次，修改订单需符合原服务预约规则，且修改后的订单服务时间

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5、享用本服务时，持卡人须出示本人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配合服务人员进行身

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即可享用本服务。本服务可供持卡人本人单独使用或偕同宾客共乘时



使用，但不得将该权益转让他人。

6、持卡人预约的接机或送机服务时间一经确认后，如欲取消或变更行程，须在原约定时间

基础上提前 24小时告知，否则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服

务一经取消或变更，持卡人需依上述流程重新预约。

7、若接送机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服务地点后，在 1小时内联系不到持卡人，则机

场接送服务自动取消，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8、服务使用结束后，服务人员将请持卡人确认服务记录并签单。

 服务细则

1、本服务的目的地或出发地必须是下面列表中所在地对应的指定民航机场（军用机场除外）。

不可跨城市、国家或地区使用服务。

2、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服务人员按照航班实际抵达时间起算，提供最长

90 分钟的免费等候接机服务；服务人员按照预约时间起算提供最长 30 分钟的免费等候送机

服务。（如遇航班延误，以实际航班落地时间为准，开始计算免费等候时间）若超出免费等

候时间，持卡人须自行承担超出的等候费、停车费等额外费用，超时等待费按等值 150元人

民币/小时收取，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如航班延误超过 2小时，服务商有权根据车辆

运营情况重新调配车辆，同时持卡人有权免费取消接机服务。

3、在服务地点和前往目的地确定后，由服务人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安全、快捷和

合理的路线，中途不停靠。您在服务过程中下车即被视作服务已结束，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4、各地单次接机或送机服务最长距离以服务城市范围中提供的信息为准，不提供超出服务

城市范围以外地区的接送机服务。本服务已包含服务范围内所发生的车辆租金、驾驶员服务

费、燃油费、第三者责任险、停车费、夜间附加费、婴儿座椅费（须事先提出要求）、路桥

费、营业税、增值税、销售税、服务税、代缴代扣税费、节假日加班费、消费税、等相关费

用。具体费用根据各地情况不同以服务商实际告知为准。

5、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6、在预订服务时，如服务商了解到持卡人要求的服务距离超出规定范围，可与持卡人协商

不提供服务。预订或实际服务过程中，发现持卡人要求超出指定范围之外的服务或有违反本

服务规则的需要（例如，持卡人预约境外机场接送服务的起始地或目的地范围跨城市甚至跨

国；持卡人要求中途停车接人；服务人员到指定地点发现非持卡人本人享用服务等），服务

商有权直接拒绝并协商调整服务要求；如持卡人拒不接受的，服务商有权不提供服务，已实



际派车到场甚或实际发生服务的，服务商有权立即终止服务，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

务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7、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和使

用。

8、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信用

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相关领用

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境外机场接送服务可以覆盖如下城市区域，持卡人需在服务范围内使用服务：

区域 国家或地区 城市 机场名称 范围

亚洲

中国台湾

台北
台北桃园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台北松山机场

台中 台中清泉岗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高雄 高雄小港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中国香港 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 港岛和九龙地区的城区

中国澳门 澳门 澳门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

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日本 东京
成田机场

东京 23 区内
羽田机场



大阪
关西国际机场

大阪 24 区内

伊丹机场

札幌 新千岁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名古屋
名古屋中部国际机

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冲绳 那霸机场 冲绳全岛

泰国

曼谷
廊曼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素万那普机场

普吉岛 普吉国际机场 普吉岛全岛

苏梅岛 苏梅国际机场 苏梅岛全岛

甲米 甲米国际机场 包含甲米镇/奥南/图卡海滩/克芒隆在内

清迈 清迈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 登巴萨国际机场 巴厘岛全岛

雅加达 雅加达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越南

芽庄 金兰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胡志明 新山一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韩国
首尔

仁川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金浦机场

济州 济州国际机场 济州岛全岛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

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英国

伦敦
希思罗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盖特威克机场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爱丁堡 爱丁堡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法国 巴黎 戴高乐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德国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慕尼黑 慕尼黑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意大利

罗马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

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米兰
米兰马尔彭萨国际

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佛罗伦萨 佩雷托拉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奥地利 维也纳 维也纳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捷克 布拉格
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荷兰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国际机

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瑞典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

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芬兰 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万塔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瓦克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拉瓜迪亚机场

肯尼迪机场

洛杉矶 洛杉矶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圣何塞
诺曼·米内塔圣何

塞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旧金山 旧金山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塞班 塞班国际机场 塞班全岛



加拿大

温哥华 温哥华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

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
金斯福德·史密斯

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墨尔本 墨尔本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新西兰

奥克兰 奥克兰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基督城 基督城国际机场
机场所在城市的城区，不包含该城市所管

辖下的其他各县市范围

 随心用车
您可享受境内同城随心用车服务，覆盖境内 40余家城市，派遣专人专车，接送您往来

于指定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单程服务（限 40公里以内同城）。

 温馨贴示：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3点权益。

 服务期限内您每自然日仅限使用 2次单程服务。

 预约和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现场接受服务时，请您出示本人的

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

 服务流程

1、请持卡人至少提前 4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致电 24小

时贵宾服务专线预约本服务，最长可预约自申请之日起 30个自然日内的服务。预约时您须

详细提供所需服务的具体信息，包括持卡人姓名、联系电话、用车时间、起始地、目的地、

服务人数等其他信息。

2、预约本服务时，持卡人所选择的车型为别克 GL8车型。每次服务可预约的车辆仅限一辆

7座商务车（只允许最多乘坐 6位乘客）。

3、随心用车服务每个自然日(00：00-24：00)限使用 2 次单程服务，单程随心用车服务最长



距离为 40公里，服务范围限指定城市服务区域。

4、每个订单可支持修改一次，修改订单需符合原服务预约规则，且修改后的订单服务时间

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5、享用本服务时，持卡人须出示本人上海银行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配合服务人员进行身

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即可享用本服务。本服务可供持卡人本人单独使用或偕同宾客共乘时

使用，但不得将该权益转让他人。

6、持卡人预约的用车服务时间一经确认后，如欲取消或变更行程，须在原约定时间基础上

提前 2小时告知，否则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服务一经取

消或变更，持卡人需依上述流程重新预约。

7、若本行未及时接到来自持卡人的服务变更通知，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

在 1小时内联系不到持卡人，则用车服务自动取消，视同为持卡人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

相应权益点数。

8、服务使用结束后，服务人员将请持卡人确认服务记录并签单。

 服务细则

1、本服务的目的地或出发地必须是下面列表中所在城市服务范围。不可跨城市、国家或地

区使用服务。

2、服务人员于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提供最长 30 分钟的免费等候服务（从预约时间起

计算）。如超过最长免费等候时间且服务商无法与您取得联系，则用车服务自动取消；如须

等待超过 30分钟，则您须自行承担 30分钟以外的超时等候费用，按照 60元/小时支付现金

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收取，超过 1小时部分按 1元/分钟收取，

最长可提供 2小时的有偿等候服务。

3、在服务地点和前往目的地确定后，由服务人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安全、快捷和

合理的路线，中途不停靠。您在服务过程中下车即被视作服务已结束，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4、单次随心用车服务最长距离为 40公里（仅限同城使用），且已包含 40公里车程内所发生

的车辆租金、驾驶员服务费、燃油费、第三者责任险、车损费、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费、

停车费、税金等费用。

5、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6、在预订服务时，如服务商了解到持卡人要求的服务距离超出规定范围（限 40公里以内），

可与持卡人协商不提供服务。预订或实际服务过程中，发现持卡人要求超出指定范围之外的



服务或有违反本服务规则的需要（例如，持卡人要求中途停车接人；服务人员到指定地点发

现非持卡人本人享用服务等），服务商有权直接拒绝并协商调整服务要求；如持卡人拒不接

受的，服务商有权不提供服务，已实际派车到场甚或实际发生服务的，服务商有权立即终止

服务，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7、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和使

用。

8、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信用

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相关领用

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随心用车服务可以覆盖如下城市区域，持卡人需在服务范围内使用服务：

省份 城市 服务的起始地或目的地范围

上海 上海 全部（除崇明地区）

北京 北京 五环以内

广东 深圳
北到沈海高速南到深港界，东辖 s255 沿河

路，西到临海

天津 天津 外环以内

四川 成都 第二绕城高速以内

江苏 南京 绕城公路以内

浙江

杭州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

滨江区

宁波 绕城高速以内

温州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

安徽 合肥 瑶海区/庐阳区/包河区/蜀山区

福建

福州 三环以内

泉州 丰泽区/鲤城区

厦门 岛内



龙岩 新罗区/永定区

武夷山 崇安街道/武夷街道/新丰街道

广西
南宁 快速环道以内

桂林 二环路内

河南 郑州 四环以内

黑龙江 哈尔滨
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香坊区（所辖区的

绕城高速内部分）

湖北 武汉 三环以内

湖南 长沙 绕城高速以内

江西 南昌 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

辽宁

大连 甘井子区/沙河口区/西岗区/中山区

沈阳 二环以内（含浑南路）

山东

济南 二环路以内

青岛 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市南区

山西 太原 迎泽区/杏花岭区/万柏林区/小店区

陕西 西安 绕城高速以内



新疆 乌鲁木齐
新市区/沙依巴克区/天山区/米东区/水磨

沟区

云南 昆明 三环以内

重庆 重庆
渝中区/渝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江北区

/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巴南区

甘肃 兰州 城关区/七里河区

贵州 贵阳 绕城高速内（不含绕城东段）

海南

海口 粤海大道/椰海大道/琼山大道/北海岸线

三亚 吉阳区/天涯区

河北 石家庄 三环路以内

吉林 长春 环城路以内（四环）

内蒙古 呼和浩特 二环路以内

宁夏 银川 绕城高速以内

青海 西宁 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

西藏 拉萨 城关区

 接送用车服务免责条款

如发生以下情况，上海银行及其服务商有免除对持卡人承担任何责任：

1、服务人员到达现场后，持卡人不配合服务任何核实身份及服务信息，包含并不限于出示

驾驶证、行驶证等身份证件以便服务人员登记；持卡人未在服务开始前阅读服务记录表上的

服务须知，并签字确认。



2、处于醉酒状态并无人陪同。

3、处于毒品、毒物、非处方的麻醉剂的影响下。

4、生活不能自理并无人陪同。

5、携带宠物、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其它类似的物品和危险物品，包括爆炸品、气体、

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质、遇水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剂、有机过氧化物、毒性

物质、传染性物质、放射性物品、腐蚀品和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而具有危险性的物质和物品

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违禁物品。

6、行李超过车辆承载能力。

7、持卡人未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发生丢失，服务商不承担举证责任。

8、持卡人在服务过程中干扰驾驶员工作或者要求驾驶员违规驾驶，服务商有权对造成的损

失追究客户的责任。

9、服务过程中，请在乘机前后确保您的联系电话（手机）始终畅通，可接收短信，服务人

员可与您保持联系。如因持卡人/客户的联系电话拨打不通、不能正常接收短信而导致服务

不能如期提供，服务商和本行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已实际派车到场的，服务商有权立即终止

服务，并视同持卡人/客户已使用了该次服务。

10、服务结束后，持卡人应再次在服务记录表上签字确认服务完成。

11、如受台风、地震、罢工、疾病、恐怖袭击等客观因素影响或因客户故意过失行为导致行

程无法正常完成的。

 酒后代驾
若您在酒后无法自行驾驶，我们将为您安排专业的代驾人员，驾驶您的座驾将您及爱车

送返至家。

酒后代驾服务的单程最大距离为 50 公里。我们将承担限额内代驾人员服务费用。

 温馨贴示：

 服务期限内您每自然日限使用该服务一次，服务时间为每日 00：00至 24:00，服务期限

内单次服务计 1点权益，上海地区外环外（除崇明地区）单次服务计 2点权益。

 您可根据需要在预约时提出一次中途停靠服务的需求，单次服务计 1点权益。

 预约和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

 此项服务仅限您本人为需要服务当日所驾驶车辆的驾驶者时提供。

 敬请提前 30分钟通过我行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 或 24小时贵宾服务专

线进行预约。上海、北京、深圳、天津、成都、宁波、南京、杭州和苏州的代驾服务可

确保无条件受理接单，并承诺接单后准时到达。

 可提供酒后代驾服务的城市及服务区域详见“服务范围”。代驾起始地、中途停靠地、



目的地均需在服务范围以内，您需在服务范围内享用此项服务，仅限同城使用。

 酒后代驾服务细则：

A. 酒后代驾服务仅限持卡人本人为需要服务当日所驾驶车辆的驾驶者提供。

B. 持卡人享受酒后代驾服务，需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致电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进行预约，持卡人可根据需要在预约时提出一次中途停靠服务的需

求（中途停靠服务需求提交后，该停靠地址不支持更改或取消），并提供持卡人姓名、

卡号后四位、联系电话等持卡人资料及必要的代驾信息，并告知使用服务的时间、具体

地址、车牌、车型。

C. 酒后代驾服务每个自然日(00：00-24：00)限使用 1 次，服务限期内单次服务计 1点权

益，上海地区外环外（除崇明地区）单次服务计 2点权益，每次服务限提供一次中途停

靠服务，单次服务计 1点权益。且持卡人需在代驾当天至少提前 30 分钟致电进行服务

预约。

D. 受理成功后，服务商后台系统会发送预约成功短信，如持卡人行程无变动，则酒后代驾

服务正式生效。如有特殊情况需取消服务的，需至少提前 20 分钟告知，否则将视同已

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E. 每个订单可支持修改一次，修改订单需符合原服务预约规则，且修改后的订单服务时间

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F. 如持卡人需更改代驾起始地点，需至少提前 20 分钟告知，如持卡人未提前告知造成服

务无法正常进行，将视同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G. 服务人员在预约指定时间到达持卡人预约指定地点后，1小时内联系不上持卡人或持卡

人仍未出现，则预约服务自动取消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H. 服务人员在预约指定时间到达持卡人预约指定地点后，如持卡人要求服务人员等待，需

要在预约指定时间后的1小时内以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现场一次性预付等候费

50 元（等候时间从免费 1小时等候时间结束后开始计算，等候费用标准 50 元/小时，不

足 1 小时以 1 小时计），如持卡人未预付等候费则服务自动取消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服务人员最长等待为 2 小时（以预约指定时间起算），若 2 小时后持卡人仍未接受服务，

则服务自动取消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I. 服务人员在预约指定时间到达持卡人预约指定地点后，持卡人需在服务前上海银行钻石

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验证其身份。核对无误后，即可享用本服务。

J. 本服务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

益的资格，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同时我行有权暂停持

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和使用。

K. 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

信用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

相关领用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L. 服务地点和前往目的地确定后，由服务商服务人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安全、快

捷和合理的路线，除非预约时已提出中途停靠的需求并成功受理，服务中途不再停靠其

他非预约停靠地点。持卡人在中途要求停靠接/放人员或下车将被视作服务结束，并扣



减相应权益点数。

M. 代驾过程中产生的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费、停车费、燃油费由持卡人承担。

N. 每次代驾单程最大距离为 50 公里，服务范围限指定城市服务区域。

O. 如持卡人免费服务次数用尽，仍需服务商提供收费服务，则应致电服务商垂询服务预约

情况，服务商在保证其他客户权益内服务的基础上，按照当时资源提供服务，由持卡人

按照每次 180 元（每次代驾单程最大距离为 50 公里，服务范围限指定城市服务区域）

的费率以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现场一次性向服务人员支付，超限及等候收费标

准同上条。

P. 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Q. 代驾人员由服务商统一调配、安排指定。持卡人不可指定代驾人员。

酒后代驾服务可以覆盖如下城市区域，持卡人需在服务范围内使用代驾服务，仅限同城使用。

省份 城市
服务区域（服务起始地及目的地范

围）

上海 上海 全部（除崇明地区）

北京 北京 五环以内

广东 深圳
北到沈海高速南到深港界，东辖 s255

沿河路，西到临海

天津 天津 外环以内

江苏 南京 绕城公路以内

浙江
杭州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

湖区/滨江区

宁波 绕城高速以内

四川 成都 第二绕城高速以内

广东

广州
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荔湾区/白

云区绕城高速以内

江门 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珠海 香洲区

中山 市辖区

东莞 环城路以内

汕头
金平区/龙湖区/澄海区/濠江区/潮

南区/潮阳区

惠州 惠城区/惠阳区

湛江 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麻章区

佛山 一环高速以内

清远 清城区/清新区

潮州 湘桥区/潮安区/枫溪区

揭阳 榕城区



重庆 重庆
渝中区/渝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

江北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巴南区

福建

福州 三环以内

泉州 丰泽区/鲤城区

厦门 岛内

宁德 蕉城区

龙岩 新罗区/永定区

漳州 芗城区/龙文区

甘肃
兰州 城关区/七里河区

酒泉 肃州区

安徽

芜湖 镜湖区/鸠江区/弋江区

合肥 瑶海区/庐阳区/包河区/蜀山区

安庆 迎江区/大观区/宜秀区

淮南
田家庵区/谢家集区/潘集区/八公山

区/大通区

马鞍山 花山区/雨山区/博望区

宣城 宣州区

淮北 相山区/杜集区/烈山区

亳州 谯城区



阜阳 颍州区/颍泉区/颍东区

宿州 埇桥区

黄山 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

蚌埠 蚌山区/禹会区/淮上区/龙子湖区

广西

桂林 二环路内

柳州 外环路以内

南宁 快速环道以内

北海 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

贵港 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

钦州 钦南区/钦北区

玉林 玉州区/福绵区

梧州 万秀区/长洲区/龙圩区

贵州

贵阳 绕城高速内（不含绕城东段）

遵义 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区

黔南 都匀市/福泉市

海南

海口
粤海大道/椰海大道/琼山大道/北海

岸线

三亚 吉阳区/天涯区



河北

保定 三环内

邯郸 环路以内

唐山 环城路以内

石家庄 三环路以内

邢台 环路以内

衡水 外环路以内

张家口
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万全区/

崇礼区

承德 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

沧州 运河区/新华区

廊坊 安次区/广阳区

秦皇岛 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

河南

洛阳 连天线/宁洛高速/南环路/G55

郑州 四环以内

南阳 卧龙区/宛城区

新乡
平原示范区/卫滨区/红旗区/凤泉区

/牧野区

开封
龙亭区/顺河回族区/鼓楼区/禹王台

区/祥符区



平顶山
高新区/新华区/卫东区/石龙区/湛

河区

信阳 浉河区/平桥区

安阳 文峰区/北关区/龙安区/殷都区

焦作 解放区/中站区/马村区/山阳区

黑龙江

哈尔滨
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香坊区（所

辖区的绕城高速内部分）

大庆
萨尔图区/让胡路区/龙凤区/红岗区

/大同区

鸡西
鸡冠区/城子河区/恒山区/滴道区/

梨树区/麻山区

齐齐哈尔
龙沙区/建华区/铁锋区/昂昂溪区/

富拉尔基区

湖北

武汉 三环以内

宜昌 伍家岗区/西陵区/夷陵区/高新区



襄阳 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

十堰 茅箭区/张湾区/郧阳区

荆门
东宝区/漳河新区/屈家岭管理区/掇

刀区

黄石
黄石港区/西塞山区/铁山区/黄石经

济开发区

湖南

长沙 绕城高速以内

怀化 鹤城区/洪江管理区

常德 武陵区/鼎城区

株洲 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

湘潭 雨湖区/岳塘区

衡阳
蒸湘区/石鼓区/雁峰区/珠晖区/南

岳区

岳阳 岳阳楼区/云溪区/君山区

吉林

长春 环城路以内（四环）

吉林 环城路以内



延边 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龙井市

江苏

苏州（昆山/常熟/

太仓/张家港）

苏州中环内/昆山中环内/常熟三环/

张家港二环/太仓城区

南通 港闸区/崇川区

镇江 京口区/润州区

常州
龙江路高架/长虹路高架/青洋路高

架/龙城大道高架

丹阳

X206/万善路/丹金路/云阳路/东方

路/金陵西路/齐梁路/丹桂路/北二

环路

盐城 亭湖区/盐都区/大丰区

连云港 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

泰州 海陵区/高港区/姜堰区

扬州 广陵区/邗江区/仪征市

徐州 鼓楼区/泉山区/云龙区/铜山区

无锡
崇安区/南长区/北塘区/锡山区/滨

湖区



宿迁 宿城区/宿豫区

淮安 清河区/淮阴区/清浦区/楚州区

江西

南昌 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

赣州 章贡区/南康区

九江 庐山区/浔阳区

上饶 信州区/广丰区

宜春 袁州区

景德镇 昌江区/珠山区

辽宁

大连 甘井子区/沙河口区/西岗区/中山区

鞍山
千山区/海城市/立山区/铁东区/铁

西区

沈阳 二环以内（含浑南路）

营口 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鲅鱼圈区

抚顺 新抚区/望花区/东洲区/顺城区

丹东 元宝区/振兴区/振安区



辽阳
白塔区/文圣区/宏伟区弓长岭区/太

子河区

盘锦 兴隆台区/双子台区

锦州 古塔区/凌河区/太和区/松山新区

内蒙古

呼和浩特 二环路以内

包头
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

宾河新区

赤峰 红山区/松山区/元宝山区

鄂尔多斯 东胜区

青海 西宁 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

山东

济南 二环路以内

济宁 西外环/济宁大道/东外环/北二环

青岛 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市南区

威海 环翠区

烟台 绕城高速/长江路/迎春大街

潍坊 外环路以内



枣庄 东外环路/北安西路/十里泉路/s348

淄博
鲁泰大道/淄河大道/西外环路/鲁山

大道

日照 东港区/岚山区

临沂 G206/沂河路/沃尔沃路/长春路

聊城 东昌府区/开发区/临清区

泰安 泰山区/岱岳区

滨州 滨城区/沽化区

菏泽 牡丹区/开发区

山西

大同 城区

太原 迎泽区/杏花岭区/万柏林区/小店区

晋城 城区

运城 盐湖区

临汾 尧都区

陕西

西安 绕城高速以内

宝鸡 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

延安 宝塔区

咸阳 秦都区/渭城区

四川
泸州 江阳区/龙马潭区

宜宾 翠屏区/绕城高速内



绵阳 培城区/游仙区/安州区

资阳 城区

眉山 城区

云南

昆明 三环以内

玉溪 红塔区/江川区

大理 大理市

曲靖 麒麟区

浙江

绍兴
二环西路/二环南路/二环东路/二环

北路

嘉兴
中环西路/中环南路/中环东路/中环

北路

金华 环城路以内

湖州 三环路内

温州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

台州 椒江区/路桥区/黄岩区

衢州 柯城区/衢江区

丽水 莲都区

义乌 义乌市

舟山 定海区/普陀区

新疆 乌鲁木齐
新市区/沙依巴克区/天山区/米东区

/水磨沟区

宁夏 银川 绕城高速以内

 商务代驾
若您需要商务代驾，我们将为您安排我们道路救援网络内专业的代驾人员，帮助您驾驶

您的座驾送您前往目的地。

商务代驾人员每天服务时间不超过 8小时，每日行驶距离不超过 200 公里，我们将承担

相关费用。



 温馨贴示：

 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3点权益，每自然日限使用该服务一次。

 预约和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的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

 此项服务仅限您本人为需要服务当日所驾驶车辆的驾驶者时提供。

 如您所需的商务代驾服务超过服务限额，由您以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现场一次

性向服务人员支付，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敬请提前 5-24小时通过上海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微信银行或致电贵宾服务专

线进行预约。

 每个订单可支持修改一次，修改订单需符合原服务预约规则，且修改后的订单服务时间

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商务代驾服务细则：

A. 商务代驾服务仅限持卡人本人为需要服务当日所驾驶车辆的驾驶者时提供。

B. 持卡人享受商务代驾服务，需通过上海银行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或致电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进行预约，并提供持卡人姓名、卡号后四位、联系电话等持卡人资

料，并告知使用服务的时间、具体地址、车牌、车型。

C. 商务代驾服务每个自然日(00：00-24：00)限使用 1 次，服务期限内单次服务计 3 点权

益。

D. 每次服务的免费单程行驶距离为 200 公里，时限为 8小时，服务范围限指定城市服务区

域。且持卡人需至少提前 5-24 小时通过我行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美好生活 App或致

电进行服务预约，最长可受理提前三天的预约。

E. 预定成功后，服务商服务人员会及时电话确认持卡人代驾是否有变，如持卡人确认没有

变化，则商务代驾服务正式生效，持卡人不能再取消该次用车服务。如遇特殊情况需取

消服务，则需至少提前 5小时告知服务商，否则视同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

点数。

F. 如持卡人需更改代驾起始地点，需要提前 3小时告知服务商。如持卡人未提前告知造成

服务无法正常进行，将视同已使用了本次服务并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G. 服务人员在预约指定时间到达持卡人预约指定地点后，1小时内联系不上持卡人或持卡

人仍未出现，则预约服务自动取消，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H. 服务人员在预约指定时间到达持卡人预约指定地点后，如持卡人要求服务人员等待，需

要在预约指定时间后的1小时内以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现场一次性预付等候费

50 元 （等候时间从免费等候时间 1 小时结束后开始计算，等候费用标准 50 元/小时，

不足 1小时以 1小时计），如持卡人未预付等候费则服务自动取消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服务人员最长等待为 2 小时（以预约指定时间起算），若 2 小时后持卡人仍未接受服务，

则服务自动取消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

I. 服务人员在预约指定时间到达持卡人预约指定地点后，持卡人需在服务前出示上海银行

钻石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验证其身份，核对无误后，即可享用本服务。

J. 在服务起始点和目的地确定后，由服务商服务人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安全、快

捷和合理的路线。

K. 代驾过程中产生的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费、停车费、燃油费由持卡人承担。

L. 每次免费用车服务的单程行驶最大距离为 200 公里，时限为 8小时。对于超出限额以外



的费用，若为同城服务，则以 50 元/小时计费，若为长途服务，即服务起始地与目的地

为异地，则以 2 元/公里计费（即起始地至目的地全程计费），长途代驾途中的额外等候，

由持卡人按照50元/小时的费率以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的方式现场一次性向服务人员

支付，不足 1 小时部分计 1 小时，超限收费和等候收费分别收取。

M. 如持卡人免费服务次数用尽，仍需服务商提供收费服务，则应致电服务商垂询服务预约

情况，服务商在保证其他客户权益内服务的基础上，按照当时资源提供服务，由持卡人

按照不超过每次 450 元（包含 200 公里，时限 8 小时）的费率以现金或其他服务商接受

的方式现场一次性向服务人员支付，超限及等候收费标准同上条。

N. 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O. 代驾人员由服务商统一调配、安排指定。持卡人不可指定代驾人员。

P. 本服务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

益的资格，并视同持卡人已使用了该次服务且扣减相应权益点数。同时我行有权暂停持

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和使用。

Q. 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

信用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

相关领用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商务代驾服务可以覆盖如下城市区域，持卡人需在服务范围内使用代驾服务。

省份 城市 服务区域（服务起始地及目的地范围）

上海 上海 外环以内

北京 北京 五环以内

广东 深圳 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

天津 天津 外环以内

江苏 南京 绕城公路以内

浙江
杭州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

宁波 绕城高速以内

四川 成都 三环以内

广东

广州 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绕城高速以内

珠海 香洲区

中山 东区、南区、西区、石岐区

佛山 一环高速以内

重庆 重庆
渝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

/渝北区

福建

福州 二环以内

泉州 丰泽区/鲤城区

厦门 岛内

甘肃 兰州 城关区/七里河区

安徽 合肥 二环以内

广西
桂林 七星区/叠彩区/象山区/秀峰区

南宁 快速环道以内

贵州 贵阳 云岩区/南明区/小河区



海南
海口 龙华区/秀英区/琼山区/美兰区

三亚 河西区/河东区

河北 石家庄 二环路以内

河南 郑州
外环路以内（北环路——中州大道——南环路——西环

路）

黑龙江 哈尔滨 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香坊区

湖北 武汉 中环以内

湖南 长沙 二环以内

吉林 长春 环城路以内

江苏

苏州 中环快速路内

南通 长江中路=>通沪大道=>通富北路

镇江
杨溧高速公路=>团山路=>南徐大道=>丁卯桥路=>禹山

路=>东吴路=>长江路

常州 外环高架=>长虹路高架=>青洋路高架=>龙城大道高架

无锡
东至 312 国道以内；北至 342 省道以内；西至钱荣路、钱威路、

环湖路以内；南至高浪路以内

昆山
城南 312 国道以北，城北 339 省道以南，城西苇城路以东，

城东黄浦江路以西

江西 南昌 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

辽宁
大连 甘井子区/沙河口区/西岗区/中山区

沈阳 二环以内

内蒙古 呼和浩特 二环路以内

青海 西宁 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

山东
济南 二环路以内

青岛 四方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市南区

山西 太原 迎泽区/杏花岭区/万柏林区/小店区

陕西 西安 绕城高速以内

云南 昆明 二环以内

浙江

绍兴 二环西路=>二环南路=>二环东路=>二环北路

嘉兴 中环西路=>中环南路=>中环东路=>中环北路

金华 环城西路=>李渔路=>环城东路=>环城北路

湖州
凤凰路=>杭长桥中路=>环城南路=>外环东/北路=>白鱼

谭路

台州 椒江区、路桥区、黄岩区

 代驾服务的其他说明:
如持卡人发生以下情况，酒后代驾服务方对由此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拒绝服

务并保留追偿的权利：

1、持卡人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及其他适用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法规。

2、对于如下情形，酒后代驾服务方可拒绝提供酒后代驾服务：



（1） 服务人员到达现场后，持卡人不配合服务人员核实身份及服务信息，包含并不限于

出示卡片和身份证件以便服务人员登记；持卡人未在服务开始前阅读服务记录表上

的服务须知，并签字确认。

（2） 客户在服务过程中提出违反服务规定的要求，例如接送、绕路、先等后支付等候费

等情况。

（3）酗酒处于无意识状态且无人陪同的持卡人。

（4）持卡人携带宠物、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其它类似的物品和危险物品上车，包括爆

炸品、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质、遇水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剂、有机过

氧化物、毒性物质、传染性物质、放射性物品、腐蚀品和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而具有危险性

的物质和物品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违禁物品。

（5）行李超过车辆承载能力，或超员，如行李长度超过 80 厘米且宽度超过 65 厘米等。

（6）持卡人未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发生丢失，服务商不承担举证责任。

（7）持卡人在服务过程中干扰驾驶员工作或者要求驾驶员违规驾驶，服务商有权对造成的

损失追究持卡人的责任。

（8）服务结束后，持卡人应再次在服务记录表上签字确认服务完成。服务结束后次日服务

人员会进行电话回访及满意度调查。

（9）持卡人提供的车辆必须手续齐全，并已上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和不计

免赔等全保险；在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若服务商代办员占主要责任，服务商承担上

述全保险中客户保险公司未理赔部分；事故对方占主要责任的，服务商不负责损失赔偿，但

可以代表持卡人协助交警调查及保险理赔。

（10）持卡人提供的车辆不符合如下要求：持卡人的座驾须为 7 座（含）以下、重量为 3.5

吨以内的四轮机动车辆且仅限家庭、私人、社会用途或休闲为目的的车辆。公共交通工具(出

租车、公交车)、以经营为目的使用的车辆、租赁车和摩托车均不在服务对象之列。不以经

营为目的的公司用乘用车(行驶证所有人为公司名称,用于日常交通代步)不受此条款限制,

而在服务对象之列。

（11）车辆不具备应有的文件或证明(包括技术检验)或不符合法定的车辆运行所在国公共道

路交通的要求的。

（12）车辆参加赛车比赛、体育运动、试车、训练或任何具有明显危险性的体育或娱乐等活

动。

（13）持卡人提供的车辆必须车况良好，如因持卡人隐瞒真实情况，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任何

人身、财产意外伤害事故及损失，客户将承担所有责任；因车辆自燃、刹车或方向盘失灵、

爆胎、机件老化等引起的交通事故服务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14）在客户事先未明确告知或发生交通事故等情况下，对于服务延误造成客户误机、商务

活动等经济及其他损失，服务商将不承担责任；由于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战争或政府法规

等不可抗力造成服务无法完成、延误或服务质量下降，服务商可免除责任。

（15）代驾出发前客户应配合服务商代驾员检查车辆状况以及核实其他服务相关信息，并签

字确认；在服务完成后接收车辆时，应再次签字确认服务完成及车辆无损，服务商不接受客

户已在服务完成记录中签字后的任何索赔和投诉。

 非事故道路救援
当您的汽车出现机械或电器故障，造成车辆无法行驶或继续行驶将无法保证您及车上乘



客安全时，我们将协助安排拖车将您的座驾拖至您指定的修理厂或服务供应商网络中的车辆

修理厂商。我们将承担自故障位置起 100 公里以内的拖车费用，超出部分将需要您按照当地

救援费率标价自行承担。

 温馨贴示：

 在紧急拖车服务中不包括高速公路、隧道、大桥、高架道路等交通部门或其他部门规定

限制第三方道路救援活动的路段以及在高速公路、隧道、大桥、高架道路等收费路段产

生的路桥费及其他费用。

 如因车辆自身原因导致需添加其它工具所产生的工具费用需要您自行承担。

 事故车辆不在免费拖车服务范围之内。

 服务期限内您可以无限次地享受此项服务。

 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

和使用。

 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

信用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

相关领用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现场维修紧急处理
当您的座驾出现因机械或电器故障无法启动，通过专业人员判定认为快速维修是可能的

情况下，我们将会协助安排人员至抛锚现场提供现场维修服务。

 温馨贴示：

 我们将承担相应的维修人员的交通费用与工时费用。

 现场维修服务包括换胎、充电、加水和其他小于 30分钟的机械修理。

 现场维修中任何配件或其它材料的供应或更换均不涵盖其中。

 现场维修服务中不包括交通部门或其他部门规定限制第三方道路救援活动的路段。

 事故车辆不在免费现场维修服务范围之内。

 服务期限内您可以无限次地享受此项服务。

 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

和使用。

 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

信用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

相关领用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范围：

对于保险公司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不在免费道路救援范围内，建议您与车辆在保的保险

公司联系。若您仍需要我们协助安排救援，需要您全额支付救援费用。您可保留服务票据及



向保险公司寻求理赔的权益，但您必须事先得到您车辆在保保险公司的授权，否则您的理赔

要求可能将不会被保险公司受理。

关于车辆保险事故，即保险公司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包含但不限于如下事件：

 碰撞、倾覆、坠落

 水灾、爆炸

 外界物体坠落、倒塌

 暴风、龙卷风

 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

 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

 运载被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

保险公司对事故界定的责任范畴会因您投保车辆项目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请以保险公司最

终裁定为准。

 代办年检
当您无暇为您的座驾办理年检时，我们将为您提供代办年检的服务。您只需支付汽车保

养与车管所收取的费用（凭车管所正规年检发票与服务人员结算），而无需支付额外服务费

用。

 温馨贴示：

 年检费用由服务人员代为垫付，当代办年检服务完成后，服务人员凭车管所出具的年检

发票与客户交车时进行结算。

 如车管所有更换零配件等非常规收费，服务商会与持卡人确认，在得到持卡人许可后进

行年检。

 年检费需按照当地年检收费标准自行承担，仅限牌照所在地车辆在车辆所在地同城使用。

 服务期限内您可以无限次地享受此项服务。

 被年检车辆行驶证署名必须为持卡人本人。

 本服务不可转让他人，也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或权益。一旦发现持卡人权益转让，

我行有权立即取消持卡人享有本权益的资格并有权暂停持卡人对此卡全部权益的享有

和使用。

 持卡人如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其服务权益将被取消并且我行有权收回其他权益，包括

但不限于：当前账户出现欠款逾期、销户、冻结、未激活及其他非正常状态；出现所持

信用卡过期、被停用、管制、持卡人自行注销信用卡、对所欠信用卡债务不偿还、违反

相关领用合约或其他相关规定。

代办年检城市

省份 车辆年检地

上海 上海

北京 北京

天津 天津

浙江 宁波

浙江 杭州



浙江 绍兴

江苏 南京

江苏 苏州

江苏 无锡

江苏 昆山

四川 成都

广东 深圳

代步出行其他服务细则

汽车定义：

用户汽车必须为四轮机动车辆且仅限家庭、私人、社会用途或休闲为目的的车辆。摩托

车、客车、公共汽车、出租车、货车、卡车、重型运输车以及出租和营运的汽车等不在本协

议的服务范围内。

故障抛锚定义：

机械或电器问题造成承保车辆无法行使。安全系统（如安全带，指示灯等）出现问题也

属于此范畴。

以下情况请恕我们将无法提供服务。

 因您或您安排的人员违规，而导致超员、运载物品或动物的重量、乘载或安排方式上

的违规，并成为事故或损失的主要原因的。

 车辆运载易燃易爆或其它物料造成损失的。

 车辆作为救护车运载伤员或作为灵车运载死者的。

 车辆所承载的行李未做良好包装或承载了易碎易腐的物品的。

 车辆参加赛车比赛、体育运动、试车、训练或任何具有明显危险性的体育或娱乐等活

动。

 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们对交通法规规定的车辆保险赔付范围内的项目不承担责

任。

 服务仅限于重量在 3500 千克以内，且不超过十年的私家车。

 商用车（出租车、公交车），以经营为目的使用的车辆，租赁车和摩托车均不在服务之

列。

 车辆如逾期未年检则不予受理，车管所将视作非法车辆做扣车处理，需本人自行办理

年检。

 境外优惠租车服务
当您需要境外租车服务时，我们可以为您协助安排全球近 200 个国家的租车服务，帮您

免费翻译驾照、赠送免费中文 GPS、推荐自驾险种、并提供 24 小时管家服务，帮您体验更

从容的自由旅程。

 温馨贴示：

 请您拨打上海银行 24小时贵宾服务专线告知您的境外租车需求，我们将于 24小时内提

供您专属定制化的服务安排。



 我们提供的是境外租车的协助安排服务，租车费、保险费等一切与租车相关的费用需您

自行承担。

 收费服务的发票由服务商事后邮寄至持卡人指定地址。

 服务期限内您可以无限次地享受此项服务。

 服务期限
以上代步出行礼遇服务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