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优惠球场 

地区 球场名称 地址 

北京 

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祁家村 108 号 

北京华堂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东燕郊经济开发区 

京华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东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宗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东燕郊开发区南侧 

北京宝兴高尔夫球场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前辛庄西（永定河大堤旁） 

北京森林假日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大兴榆垡镇  

北京龙熙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瓜乡路北侧 

北京太伟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 

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北侧 

北京人济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北宅 

北京九松山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北京市密云穆家峪镇 96 号北京九松山乡村俱乐部 

北京天竺乡村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李天路楼台段 14 号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顺义马坡潮白河西岸 

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 北京市顺义区潮白河水库东岸 

北京东方明珠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大柳树营村（京承高速北台出口） 

北京长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南六环长阳收费站出口 50 米 

北京金泷湖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常乐寺村 

提香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北出口 

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 

 

东方双鹰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阎仙垡村东 

北京加州水郡(澜星湾)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公议庄村万兴路 1 号 

北京金帝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窑上乡 

北京金帝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窑上乡 

北京伯爵园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 

北京大运河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胡各庄林场 

北京阳光新贵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 

北京黄港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上辛堡村 

北京鸿华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苑路 108 号 

北京 CBD 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 99 号 

东方天星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北路 

北京天安假日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苇路 39 号 

北京翡翠湖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森林公园东一号 

北京银泰鸿业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世纪森林公园内甲 8 号 

北京华科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南四环丰台区葆台北路 3 号院 

北京辉煌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市延庆县张山营乡政府西北方  

佳诚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廊坊开发区东方大学城内高尔夫球场 

艾力枫社高尔夫俱乐部 廊坊技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源道 

河北 
河北京都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涿州市石佛林场 

河北京南乡村俱乐部 河北省涿州市永乐路 1 号 



沧州名人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沧州市临港开发区中捷友谊农场 

唐山南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唐山市高尔夫大道 18 号 

曹妃甸湿地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曹妃甸渤海大道 11 号   

佳诚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廊坊市开发区东方大学城内高尔夫球场 

艾力枫社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廊坊技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源道 

石家庄世纪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岗路 79 号 

秦皇岛黄金海岸海滨高尔夫球俱乐部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国际滑沙中心南 200 米 

南戴河森林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河北省秦皇岛市南戴河区 

山东 

山东青岛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松岭路 

青岛东方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山东省青岛胶南市海滨工业 

青岛天泰假日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青岛即墨市温泉镇 

青岛石老人高尔夫球场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466 号 

青岛金山国际俱乐部 山东省莱阳市金山旅游度假区 

青岛杰那希斯(云山)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平度市云山镇刘河甲 

青岛华山国际乡村俱乐部 山东省青岛即墨市华山镇烟青路 86 号 

山东荣成好当家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威海荣成市好当家工业园 

山东威海荣成利智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威海荣成市崖头经济开发区 

锦湖韩亚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 

南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龙口市南山旅游景区南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南山东海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龙口市南山旅游景区 

马山寨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马山寨 

烟台苹果城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烟台栖霞市松山镇天池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烟台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烟台市大窑镇牟平区蛤堆后村 

东方（烟台）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白马路 9 号 

海阳旭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海阳市凤城旅游度假区 

中粮南王山谷君顶酒庄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蓬莱市南王山谷君顶大道 3 号  

山东临沂宇帆滨河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滨河东路 

山东国科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经济开发区 

山东黄金崮云湖高尔夫俱乐部 山东省济南长清区崮山镇固云湖南岸 

河南 

河南山水高尔夫俱乐部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南岸 86 号黄河大观旅游渡假区 

河南金沙湖高尔夫球会 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 1 号 

圣安德鲁斯高尔夫俱乐部会 河南省郑州中牟雁鸣湖生态风景区 

山西 
太原辰憬高尔夫俱乐部 山西省太原市森园街 48 号辰憬高尔夫俱乐部 

山西吕梁山高尔夫俱乐部 山西省文水县山吕梁山苍尔会生态旅游经济区内 

浙江 
浙江宁波启新高尔夫俱乐部 宁波市东钱湖韩岭 

浙江宁波东方高尔夫俱乐部 宁波市北仑区通途路 16 公里处剡坳村 

上海 

上海旗忠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闵行区昆阳北路 3888 号 

上海太阳岛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青浦区沈港镇沈太阳路 2588 号 

上海太阳岛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青浦区沈港镇沈太阳路 2588 号 

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 961 号 

上海汤臣浦东高尔夫球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一号 

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6655号內美兰湖路 9 号 

上海新天鸿名人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南郊金山区新农镇金石公路 6666 号 



上海滨海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东南江滨海旅游度假区 

上海南公馆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盐大路 128 号 

上海协和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嘉定区唐行镇双塘村 12 号地块 

上海银涛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沪青平公路 2222 号 

上海虹桥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 567 号  

上海棕榈滩海景高尔夫俱乐部 上海市奉贤海湾旅游区金汇路 88 号 

上海华凯乡村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奉贤区环华路 9 号 

上海天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上海市松江区赵昆公路 3958 号 

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车亭公路 128 号 

上海东方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光华路 778 号 

大上海国际高尔夫度假村 昆山正仪巴城阳澄湖旅游度假区湖滨南路 18 号 

上海旭宝高尔夫球俱乐部 昆山淀山湖镇旭宝路 1 号 

上海光明高尔夫俱乐部 昆山周庄镇 

太阳岛高尔夫球场 张浦镇双洋潭北侧，沪宁高速公路第一站 

江西 

庐山国际高尔夫球会 江西省九江共青城高尔夫大道 

江西南昌保利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江西省南昌市庐山南大道 1999 号 

南昌翠林高尔夫度假酒店 江西省南昌市莲塘银三角开发区 

湖北 

武汉天外天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蔡甸区军山街特 1 号 

武汉梁子湖高尔夫球场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梁子湖国家生态旅游渡假区梁子湖

半岛 

武汉东方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乡新新村 

武汉金银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湖北省武汉市天河机场路金山大道 

红莲湖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红莲湖旅游度假区 

广东 

广州荔湖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永和余家庄水库 

广州九龙湖高尔夫球场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九龙湖社区 

广州仙村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增城市新塘镇仙村林场 

广州南沙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芦湾区 

广州保利风神高尔夫 广东省广州花都区风神大道转入花港大道 

广州南湖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南湖国家旅游渡假区南湖北岸 

广州莲花山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利丰大道 18号莲花山高尔夫

球会 

广州美林湖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花都区旅游大道西 168 号 

广州麓湖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  广东省广州市麓景路麓湖 

东莞峰景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东莞银利外商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荔横管理区 

长安今宇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莲花山麓 

东莞凤凰山高尔夫球场 广东省东莞凤岗雁田祥新西路(即怡安酒店后两百米)  

珠海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 

珠海东方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经济开发区环岛北路 1 号 

珠海翠湖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珠海市金鼎镇大南山唐家湾 

珠海金湾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金湾大道 

珠海万盛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五山三里村 

南海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东西大道 



广东顺德市均安碧桂园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翠湖路 1 号 

南海桃园枫丹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松岗镇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 

佛山云东海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森林公园 

佛山君兰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教镇顺德大道 105 国道 

高明银海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和镇大沙水库侧 

广东惠来金海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仙庵镇金海湾植物园内 

惠州市罗浮山嘉宝田乡村俱乐部有限公

司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罗浮山风景区 

惠州汤泉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汤泉赤竹坑 

惠州涛景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新区文华 2 路 1 号 

惠州高尔夫度假村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 

棕榈岛高尔夫度假村 广东省惠阳市淡水镇下土湖高尔夫路一号 

清远碧桂园假日半岛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清远市石岭路段山前大道 

清远市狮子湖高尔夫球度假俱乐部 广东省清远市狮子湖山庄 1 号 

大洋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大洋高尔夫球场 

揭西京明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京溪园镇京明温泉度假村 

广东韶关银山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塘路(韶关大学斜对面直入) 

中信汕头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河浦大道中段 

海丽国际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海丰县后门镇 

广东雅居乐中山长江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长江旅游风景区长江高尔夫球场 

阳江涛景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那龙镇 

广东潮州万豪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潮州市安黄公路万豪大道 

五邑蒲葵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江门市北环路 60 号 

肇庆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肇庆高要市回龙镇 

深圳 

深圳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观澜高尔夫大道 1 号 

深圳聚豪会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 

深圳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3 号 

深圳碧海湾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新湖路 

深圳名商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 111 号 

深圳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观澜镇福民村九龙山绿色基地有限公司 

深圳光明公众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体育公园路 

深圳西丽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塘朗村 

深圳航港高尔夫球会 广东省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广西 

桂林乐满地高尔夫俱乐部 广西省桂林兴安县志玲路 

桂林漓江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广西省桂林市安新州广西省桂林市旅游公路竹江码头 

桂林山水高尔夫俱乐部  广西省桂林市朝阳乡杨门店 

广西北海海门球场 广西省北海市金海岸大道 1 号 

广西南宁青秀山高尔夫俱乐部 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山名胜旅游风景区青环路 81 号 

嘉和城温泉高尔夫球会 广西省南宁昆仑大道 995 号嘉和城内 

海南 

海口美视五月花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西路 88 号 

海南月亮湾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西十九公里处 

西海岸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219 号 

海南台达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海榆东线 22 公里处 



东山湖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东山镇琼东路 168 号 

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海南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海口市观澜湖大道 1 号（羊山北支路） 

海南依必朗高尔夫球场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道崇管区 

海南南燕湾海滨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万宁市礼纪镇南燕湾海滨 

康乐园温泉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康乐园高尔夫球场 

康乐园太阳河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康乐园高尔夫球场 

海南博鳌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海南省琼海市博螯水城沙坡岛 

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高尔夫

球会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水城东屿岛 

海南三亚日出观光高尔夫度假俱乐部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塔岭管区 

海南三亚亚龙湾红峡谷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博后村 

海南三亚亚龙湾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亚龙湾高尔夫球会 

海南清水湾高尔夫 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清水湾度假区 

海南三亚鹿回头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三亚鹿回头开发区 

海南三亚红棠湾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南田温泉好汉坡度假村 

海南三亚甘什岭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镇红塘高尔夫球场内 

三亚龙泉谷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东线高速公路三亚出口往五指山方向 10 公里处 

神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三亚市学院路荔枝沟南丁中村 

海南七仙岭温泉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三亚市保亭县黎苗族自治县七仙岭温泉度假区 

海南海垦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保亭县七仙岭温泉度假村 

海南陵水香水湾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陵水香水湾度假区 B 区 

海南神州半岛高尔夫球会 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 

海南文昌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 

云南 

云南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昆明市安石公路 14 公里外 

云南昆明天湖岛高尔夫球会 云南省昆明寻甸北大营天湖岛 

昆明阳光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昆明昆曲高速公路 6 公里处 

云南万达高尔夫球会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1505 号 

云南昆明温泉山谷高尔夫球会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温泉镇白塔村温泉山谷 

昆明牧场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昆明小哨 

昆明石林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 

云南春城湖畔高尔夫度假村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汤池镇春城度假村 

昆明滇池高尔夫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1505 号 

大理苍海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大理市三塔路苍海高尔夫度假村 

丽江古城湖畔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 

玉龙雪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云南省丽江玉龙雪山甘海子 

云南西双版纳野象高尔夫球会 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大渡岗 385 乡 

贵州 贵州贵阳高尔夫俱乐部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三元村 

四川 

四川成都蓝光观岭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观岭大道 1188 号 

成都麓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四川成都双流麓山大道二段六号 

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牧马山开发区 

四川美仑青城山高尔夫俱乐部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青城 

重庆 重庆上邦高尔夫俱乐部 重庆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兰云天附近 



重庆佰富江景高尔夫俱乐部  重庆江北区石马河来鹿寺 8 号 

重庆红鼎高尔夫俱乐部 重庆北碚区重家溪镇 

重庆保利高尔夫俱乐部 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龙怀街 1 号 

重庆国际高尔夫  重庆巴南区花溪镇道角村 

吉林 
长春净月潭高尔夫俱乐部 吉林省长春净月开发区净月潭森林公园 

海兰江高尔夫俱乐部 吉林省延吉市海兰江高尔夫球场 

辽宁 

大连夏丽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夏家河子村 1 号 

辽宁大连西郊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岔鞍路 333 号 

大连湾山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大连旅顺口区盐场新村 

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A 场） 辽宁省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B 场） 辽宁省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长兴岛高尔夫球场  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镇长兴岛高尔夫球场（海岛上） 

大连棒棰岛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中山区迎宾路 1 号棒棰岛宾馆院内 

丹东五龙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楼房镇梨树沟村 

沈阳沈水湾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 125 号 

辽宁沈阳江南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南堤西路 2 号 

沈阳世纪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期 7 号街 10 号路 

沈阳盛京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东陵路 210 号 

营口金泰珑悦海景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双台思拉堡 

铁岭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岭东街一委 

内蒙

古 

内蒙古维信国际高尔夫度假村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巴音花镇 

大青山太伟高尔夫俱乐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乡古路板村(大青山脚

下) 

宁夏 宁夏银川黄河高尔夫俱乐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碱富桥 

黑龙

江 

哈尔滨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水路 408 号 

黑龙江旭东高尔夫俱乐部  黑龙江省阿城市平山镇 

江苏 

江苏苏州中兴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东路 168 号 

江苏苏州金鸡湖 苏州工业园区国宾路 2 号 

江苏苏州三阳高尔夫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金澄湖畔 

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环陵路 1 号 

新疆 雪莲山高尔夫球俱乐部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雪莲山 

福建 

新东阳高尔夫俱乐部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沙堤村 316 国道 

福州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福建福州市连江县贵安村 

泉州高尔夫俱乐部 建省泉州市晋江紫帽（晋江市 324 国道） 

福建海峡奥林匹克高尔夫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文武砂镇新村 

福建南太武高尔夫俱乐部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南滨大道 289 号 

凯歌厦门高尔夫俱乐部 厦门市同安区福厦公路同集干道 415 公里处 

安徽 

黄山卧虎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畔 

安徽宣城白马山庄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白马山庄 

合肥元一 安徽省合肥市双墩镇双凤湖畔 

紫蓬湾高尔夫球场 安徽合肥西县紫蓬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内 

松柏高尔夫乡村球场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机场大道龙井 78 号 

天津 天津帝景 天津宝坻区京津新城珠江南路 1 号 



天津松江团泊湖高尔夫球会 天津市静海县团泊镇 

阿罗马(天津)高尔夫俱乐部 天津市大港区港塘公路西侧官港森林公园绿化基地 

天津国际温泉 中国天津市东丽区贯庄村南 

天津滨海湖 天津滨海湖旅游度假区，黄港水库中部 

天津江南领世郡 天津市外环线 17 号桥(津港桥)东 2 公里处 

陕西 西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现代化农业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