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种类 适用客户 项目编号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定价依据 生效日期 备注

1001 办理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的业务

1万元以下（含1万元）RMB   5  /笔

1万-10万元（含10万元）RMB  10   /笔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RMB   15  /笔

50万-100万（含100万元）RMB    20 /笔

100万元以上收取0.002%，

最高收费200元

(加急上浮20%，但每笔最高收费标准不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

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14〕

268号

2016.06.01
政府指导价。

同城转账暂免收费。

1002 办理查询查复业务 RMB    30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a.银票查询同此标准；

b.银票贴现可免收；

c.本行开立的可免收。

1003 根据客户申请办理补制对账单业务
1年以上（年以公历年度计），

RMB     50/份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暂免

1004 办理对公大额取现业务

当日累计金额5万元（含）以下不收

费，以上按超过金额的0.1%收取，

最高不超过500元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暂免

1005 办理对公更换/挂失印鉴业务 RMB    50 /次/户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暂免

1006 办理存款证实书挂失业务 RMB    10 /份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07 办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RMB    0.28/份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暂免

1008 办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按票面金额0.05%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09 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挂失业务
按票面金额0.1%

最高RMB1000元（不足5元收取5元）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10 办理支票业务 RMB  1 /笔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

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14〕

268号

2016.06.01 政府指导价

存款证实书挂失

银行承兑汇票工本费

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

银行承兑汇票挂失

支票手续费

           服 务 收 费 价 格 目 录

服务项目

人民币账

户与结算
公司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查询查复

补制对账单

大额取现

更换/挂失印鉴



 

业务种类 适用客户 项目编号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定价依据 生效日期 备注

           服 务 收 费 价 格 目 录

服务项目

1011 办理支票挂失业务
按票面金额0.1%

（不足5元收取5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

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14〕

268号

2016.06.01 政府定价

1012 办理支票业务 RMB 0.4/份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

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14〕

268号

2016.06.01 政府定价

1013 办理个人查询查复业务 RMB 10  /USD  2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14 办理个人存折、存单挂失业务 RMB   10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15 办理个人银行存款证明业务 RMB  30  /USD  6  /份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16 个人帐户管理
账户日均余额小于RMB500.00的，

每月收RMB10.0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7.08.01

市场调节价，暂免。

客户在我行仅开立一个账户的

免收账户管理费。

1017 办理个人更换／挂失印鉴 RMB   10  /USD  2   /次/户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暂免

1018 办理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业务

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RMB    2 /笔

0.2万-0.5万元（含0.5万元）RMB   5  /笔

0.5万-1万元（含1万元）RMB    10 /笔

1万-5万（含5万元）RMB    15 /笔

5万元以上收取0.03%，

最高收费50元

(加急上浮20%，但每笔最高收费标准不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

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14〕

268号

2016.06.01
政府指导价。

同城转账暂免收费。

查询查复

存折、存单挂失

银行存款证明

账户管理费

更换/挂失印鉴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人民币账

户与结算

公司

支票挂失费

支票工本费

个人



 

业务种类 适用客户 项目编号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定价依据 生效日期 备注

           服 务 收 费 价 格 目 录

服务项目

人民币账

户与结算
个人 1019 办理个人现金汇款业务

每笔按照汇款金额的0.5%收取，

最高收费5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

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

发改价格〔2014〕

268号

2016.06.01 政府指导价

2001

办理汇往境外

（不含菲律宾）及通过境外划转的汇

出汇款业务

按汇出金额的0.1%收取

最低 USD10.00/笔

最高USD125.00/笔

另外加收电报费 USD30.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2002
办理汇往菲律宾且收款行为菲律宾国

家银行（ＰＮＢ）的汇出汇款业务
RMB50.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2003
办理汇往菲律宾且收款行为非菲律宾

国家银行（ＰＮＢ）的汇出汇款业务
RMB80.00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2004 办理同城转账业务

按划转金额的0.0625%收取

最低 USD  10   /笔

最高 USD 62.5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

2005 办理同城转账业务 CNY50.00/笔或USD8.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

2006 办理异地划转业务
按汇出金额的0.1%收取

最低 USD10.00/笔

最高USD125.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

2007 办理汇出汇款修改业务 USD 3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

2008 办理汇出汇款修改业务 USD 2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

2009 办理退汇业务 USD 2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

2010 办理取钞业务 0.3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市场调节价，暂免

2011 办理外汇结汇异地转帐业务
USD5.00/笔或EUR5.00/笔或

RMB25.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11.10

重庆分行该项费用参照当地银

行收费标准执行。人民币业务

开办后该项费用自动取消。

国际结算 公司 3001 出口信用证预先通知费 RMB1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结汇后汇出

出口项下

信用证

预先通知

同城转账(境内公司非同

名帐户划转)

异地划转（通过境内账

户行）

汇出汇款修改手续费（通过WELLS FARGO汇出）

汇出汇款修改电报费

退汇电报费

汇户取钞

现金汇款手续费

外汇汇款 公司/个人

汇出汇款

汇往境外

（不含菲律宾）及通过

境外划转

汇往菲律宾

汇往菲律宾国家银行

汇往其他银行

境内划转

同城转账

（境内公司同名账户划

转及个人同城转账不收

取）



 

业务种类 适用客户 项目编号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定价依据 生效日期 备注

           服 务 收 费 价 格 目 录

服务项目

3002 出口信用证通知费 RMB200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03 出口信用证保兑费（每三个月）
0.2%

最低 USD4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04 出口信用证修改通知费 RMB1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05 出口信用证注销费 RMB1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06 出口信用证转让费
0.125%

最低 USD50/笔

最高 USD13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07 出口信用证转让修改费 USD2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100000) 出口单据议付费【1-100000）
0.125%

最低 USD2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0000-∞) 出口单据议付费【100000-∞） 0.1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100000) TTBP项下手续费【1-100000）
0.125%

最低 USD2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0000-∞) TTBP项下手续费【100000-∞） 0.1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0 进口信用证开证手续费
0.15%

最低 USD5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1 进口信用证开证电报费 USD6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2 进口信用证开证修改手续费 USD3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3
进口信用证开证修改（增加金额）手

续费

0.15%

最低 USD5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4 进口信用证开证修改电报费 USD4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5 提货担保/提单背书手续费 USD3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100000) 进口来单审查费【1-100000）
0.125%

最低 USD2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100000-∞) 进口来单审查费【100000-∞） 0.1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7 进口来单不符点费 USD8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8 进口来单承兑费（每月）
0.125%

最低 USD3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16

来单

审查

单据不符点

承兑（每月）

进口项下

信用证

开证

开证电报费

修改

修改

（增加金额）

修改电报费

担保提货/提单背书

国际结算 公司

改证通知

注销

转让

转让证的修改

3008

单据

议付

3009

出口项下

信用证

通知

保兑

（每三个月）

TTBP手续



 

业务种类 适用客户 项目编号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定价依据 生效日期 备注

           服 务 收 费 价 格 目 录

服务项目

3019 进口来单项下电报费 USD4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5.01 市场调节价

3020 进口来单付款手续费

0.08%

最低 USD40/笔

最高 USD11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1-50000） USD4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50000-75000） USD6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75000-100000） USD8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100000-∞） USD11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2 电报费 偿付电报费 USD5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1-50000） USD4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50000-75000） USD6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75000-100000） USD8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偿付费【100000-∞） USD11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4 偿付电报费 USD5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5 手续费 USD2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6 邮费 参考邮费部分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7 出口单据议付费 参考出口单据议付费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8 出口单据项下电报费 USD2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3029 出口单据项下邮费 参考邮费部分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4001 邮费（国内） 详见EMS收费标准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其他收费 公司/个人 4002 邮费（国际） 详见DHL收费标准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4003
普通类型电报费（不包括以上所有已

经列明的电报费）
USD25/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普通类型电报费（不包括以上所有已经列明的电

报费）

邮费

客户直接

寄单

议付费

电报费

邮费

邮费

国内

国际

3023

国内银行

直接寄单

至我行

偿付费

[1-50000)

[50000-75000)

[75000-100000)

[100000-∞)

电报费

手续费

付款手续

国际结算 公司

3021
当地银行

直接偿付

偿付费

[1-50000)

[50000-75000)

[75000-100000)

[100000-∞)

来单

进口来单项下电报费

进口项下

国际结算 公司



 

业务种类 适用客户 项目编号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定价依据 生效日期 备注

           服 务 收 费 价 格 目 录

服务项目

备用信用证/保函担保费 0.5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备用信用证/保函担保费 0.75%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备用信用证/保函担保费 1.00%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备用信用证/保函担保费 1.25%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4005 处理询证函事宜 RMB 200 /USD 30 /HKD 250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4006 开立资信证明 RMB 200 /USD 30 /HKD 250 /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4007 办理委托贷款 逐笔审批定价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6.06.01 市场调节价

5001 开立国内信用证
0.15%

最低 RMB1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修改国内信用证 RMB1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修改国内信用证

（增加金额）

0.15%

最低 RMB1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5003 通知国内信用证 RMB2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5004 通知国内信用证修改证 RMB200/笔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5005 议付国内信用证项下单据 单据金额的0.1%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5006 承兑国内信用证项下单据（每月） 单据金额的0.1% 参照同业/自主定价 2018.02.01 市场调节价

咨询/投诉电话：陈雁 0592-2297071 / 江惠婷 0592-2399319

国内信用证 公司

国内证开证手续费

5002 国内证修改证手续费

国内证通知费

国内证修改通知费

国内证议付手续费

国内证承兑费

4004
担保

（逐笔审批收费档次）

其他收费 公司/个人

询证费

资信证明开立

委托贷款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