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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免费服务项目 

编 号 免费服务项目 备  注 

0010001 同城本行存款、取款和转账手续费（贷记卡账户除外）  

0010002 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免收电子汇划费、跨行转账手续费、邮费和电报费  

0020001 
代发工资、耕保基金、粮食直补、民工卡、退休金、低保户、医保、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其他

类似性质账户的不动户维护费 
 

0020002 本行个人储蓄账户的开户手续费和销户手续费  

0020003 本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户手续费和销户手续费  

0020004 密码修改手续费  

0020005 密码重置手续费  

0020006 通过本行柜台、ATM 机具、电子银行等提供的境内本行查询服务收费  

0020007 存折开户工本费、存折销户工本费、存折更换工本费  

0020008 
已签约开立的代发工资账户、退休金账户、低保账户、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

的年费和账户管理费 
 

0020009 以电子方式提供 12 个月内（含）本行对账单的收费  

0020010 
以纸质方式提供本行当月对账单的收费（至少每月一次，部分金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对账单除

外） 
 

0020011 
以纸质方式提供 12 个月内（含）本行对账单的收费（至少每年一次，部分金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

特定对账单除外） 
 

0030001 信用卡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商汇通）溢交款领回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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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免费服务项目 备  注 

0030002 商盈通年费  

0030003 商灵通年费  

0030004 借记卡 ATM 本行同城取现  

0030005 借记卡 ATM 本行同城查询  

0030006 跨行圈存手续费, 持卡人可在贴有银联标记的他行 ATM 上给本行 IC 卡内的电子现金账户充值  

0030007 VISA 外币信用卡年费  

0030008 VISA 外币信用卡境外 ATM 查询费  

0050001 通过指定途径“城乡一折（卡）通”发放的财政补贴资金 代发各类财政补贴资金 

0050002 代发低保金 根据民政部门委托向低保户发放低保金 

0050003 代发农民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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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优惠政策 定价形式 备  注 

1010001 
个人跨行柜台转

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

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不含信用卡）转

移到其他银行（含同

城和异地）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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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笔 0.2 万元以下（含 0.2 万元），收费

2 元，0.2 万-0.5 万元（含 0.5 万元），5

元；0.5 万-1 万元（含 1 万元），10 元；

1 万-5 万元（含 5 万元),15 元；5 万元

以上，按金额的 0.03%收取，最高收费

50 元。   

汇划财政金

库、救灾、

抚恤金等款

项免收 

  

政府指导价 

若银行客户要求实

时到账，收费标准

在此基础上上浮

20%，但每笔最高收

费标准不变。 
1010002 

对公跨行柜台转

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

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转移到其他银行

（含同城和异地）的

账户 

每笔 1 万元以下（含 1 万元），收费 5 元；

1 万-10 万元（10 万元），10 元；10 万-50

万元（含 50 万元），15 元；50 万-100

万元（含 100 万元），20 元；100 万元以

上，按金额的 0.002%，最高收费 200 元。 

政府指导价 

1010003 
个人现金汇款手

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

入异地本行账户或

汇入其他银行（含同

城和异地）的账户 

按交易金额的 0.5%收取，最高收费 50

元/笔。 
政府指导价 

1010004 
个人异地本行柜

台取现手续费 

通过异地本行柜台

为本行个人客户办

理取现业务（不含信

用卡） 

免费   政府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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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优惠政策 定价形式 备  注 

1010005 
支票 

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

支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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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笔 1 元   政府指导价 
未使用、未发生手

续费应退还 

1010006 
支票 

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

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 元收取 5 元）   政府定价  

1010007 
支票 

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

的支票凭证 
每份 0.4 元   政府定价  

1010008 
本票 

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

本票业务 
每笔 1 元   政府指导价 

未使用、未发生手
续费应退还 

1010009 
本票 

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

本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 元收取 5 元）   政府定价  

1010010 
本票 

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

的本票凭证 
每份 0.48 元   政府定价  

1010011 
银行汇票 

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

银行汇票业务 
每笔 1 元  政府指导价 

未使用、未发生手
续费应退还 

1010012 
银行汇票 

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

银行汇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 元收取 5 元）  政府定价  

1010013 
银行汇票 

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

的银行汇票凭证 
每份 0.48 元  政府定价  

 

备注：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项目从 2014年 8月 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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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市场调节价 

一.  结 算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10001 
个人同城票据交换
系统跨行汇划款项 

提供人民币资金跨行划款服务 
通过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划款，转账金额在 1万元（含）以下，1元/笔，
转账金额在 1万元以上，3元/笔  

  

2010002 
民工汇(本代他取
款) 

通过银联，为他行客户办理柜
面取款业务 

按交易金额的 0.8%收取，最低 1 元，最高 20 元   

2010003 

农信银-现金存款 
与全国农信银成员机构进行了
柜面联网,跨区域提供借记卡
现金存款服务  

按交易金额的 0.5%收取，最高 50 元/笔 

 农信银-现金取款 
与全国农信银成员机构进行了
柜面联网,跨区域提供借记卡
现金取款服务  

按交易金额的 0.5%收取，最高 50 元/笔 

农信银-个人转账 
与全国农信银成员机构进行了
柜面联网,跨区域提供借记卡
转账服务  

每笔 0.2 万元以下（含），收费 2 元，0.2 万-0.5 万元（含），5 元；
0.5 万-1 万元（含），10 元；1 万-5 万元（含),15 元；5 万元以上，
按金额的 0.03%收取，最高 50 元。 

2010004 
人民币对公结算账
户大额提取现金 

取现 
对单个人民币对公结算账户当日累计提取现金超过 5 万元的收费，收
费标准为超额部分的 1‰，最高不超过 500 元/笔 

  

2010005 贴现凭证工本费  0.2 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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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10006 粘单工本费  0.2 元/份   

2010007 电汇凭证工本费  0.2 元/份  

2010008 进账单工本费  0.2 元/份   

2010009 
银行承兑汇票工本
费 

 0.2 元/份  

2010010 
银行承兑汇票手续
费 

 按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收取，最低 10 元  

2010011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
工本费 

 0.2 元/份  

2010012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
手续费 

 1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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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账 户 管 理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20001 对公结算账户开户 
审核客户身份、指导填写开户申请、指导签署开户协议、

留存账户密码、留存开户资料（电子影像）等。 
100 元/户 

不含验资户和验资户

转为结算户 

2020002 对公验资户开户 
审核客户身份、指导填写开户申请、指导签署开户协议、

留存账户密码、留存开户资料（电子影像）等。 
200 元/户   

2020003 对公结算账户年检 指导并提供账户年检服务 20 元/户   

2020004 对公账户信息变更 
因账户要素信息等变更，指导客户填写变更申请、审核

客户身份、系统处理、变更资料等服务 
10 元/次   

2020005 
对公客户历史交易柜台

查询 
查询 

1 年(含)以下，免费； 

1年以上，20元/账户/次 
  

2020006 对公报文查询 查询 1 元/笔 包括自由格式报文 

2020007 对公补制对账单 

接受客户委托，再次为客户的存款账户打印历史交易记

录，并应客户要求盖章。具体服务包括：审核客户身份、

系统处理查询、打印对账单、盖章等 

当年 10 元/次，跨年 20

元/次 
  

2020008 对公补制回单 

接受客户委托，再次为客户的存款账户打印回单，并应

客户要求盖章。具体服务包括：审核客户身份、系统处

理查询、打印回单、盖章等 

当年 10 元/笔，跨年 2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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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20009 出租电子回单箱 
在银行固定的场所向客户提供回单箱设备，放置客户回

单等 
200 元/年/个   

2020010 印鉴挂失、变更 
根据客户要求或因客户原因需要挂失而为其更换印鉴时

收取的费用 
10 元/次/户 

此收费在客户需要挂

失时收取 

2020011 
个人定活期存款存折、存

单挂失(含折、单补发) 

在客户存款凭证遗失后，接受客户委托办理存款凭证挂失、

撤销挂失、解除挂失及换发新的存款凭证等。具体服务包括：

指导填写挂失申请、审核客户身份、打印传票、系统处理、

凭证换发等 

10 元/本或张  

2020012 个人存款证明书 

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出具在规定期限内存有一定存款

的书面证明。具体服务包括：指导填写申请文件、审核

客户身份、确认账户状态、打印传票、系统处理、账户

冻结及开具存款证明、存款证明回收、账户提前解冻等 

20 元/份   

2020013 对公存款证明书 

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出具在规定期限内存有一定存款

的书面证明。具体服务包括：指导填写申请文件、审核

客户身份、确认账户状态、打印传票、系统处理、账户

冻结及开具存款证明、存款证明回收、账户提前解冻等 

200 元/份   

2020014 银行询证函 应客户要求开立账户询证函时收取的费用 200 元/笔   

2020015 
个人账户余额变动短信

通知 
当个人账户余额发生变动时，向指定手机号发送短信提示 1 元/月/户 

需与客户签约,未与

客户签约的，不得收

费 

私人银行卡、理财卡

需按月核定是否达标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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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20016 
对公账户人民币零钞
（币）清点业务 

对公账户人民币零钞（币）清点 

当日累计清点（含因客户
兑换或存取款发生的清
点业务）零钞（币）数额
500 张（枚）（含）以上，
最低 5 元/次，每增加 100
张（枚）加收 1 元/次 

零钞标准：20 元以下
（含 20 元）现钞 

 

2020017 银行承兑汇票查询费 为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查询业务 30 元/笔 

接受客户委托的查询
向客户收取手续费； 

办理贴现等业务过程
中支付的查询手续
费，不得向客户收取 

2020018 小额定期借记业务 
代收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费业务及其他定期借记支付

业务 

收费标准由 0.8 元/笔调

整为代收金额的 3‰~5‰

或 0.2 元/笔~0.8 元/笔，

具体价格由双方协议确

定，按季收取 

 

2020019 小额定期贷记业务 定期代付工资、保险金及其他定期贷记支付业务 0.4 元/笔  

2020020 
对公账户余额变动短信
服务费 

当对公账户余额发生变动时，向指定手机号发送短信提示 10 元/手机号/账号/月 
需与客户签约,未与
客户签约的，不得收
费  

2020021 对公账户一户通 
为客户提供单一结算账户下，开立不同性质分账户，存放
和管理这些不同性质存款的服务 

1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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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注 

2020022 上门服务 
本行指派工作人员到
约定的场所，为客户进
行资金归集的服务 

路程 按次数收费 按年收费 

1.“点”是指需提供门收
（送）款服务的地点。 
2. 遇周末、节假日或其他
非营业时间需上门收（送）
款服务的，每次加收
50%-100%手续费。 

往返 10 公里（不含）
以内或往返用时 0.5
小时（不含）以内 

250（含）-300 元（不含）
/次、点 

5（含）-6 万元（不含）
/年、点 

往返 10 公里（含）
-15 公里（不含）或
往返用时 0.5 小时
（含）-1 个小时（不

含）  

300（含）-450 元（不含）
/次、点 

6（含）-10 万元（不
含）/年、点 

往返 15 公里（含）
以上或往返用时 1个
小时（含）以上 

450 元（含）以上/次、
点 

10 万元（含）以上/年、
点 

 

 

2020023 

 

 

账户查询 
应客户要求,提供打印
流水、调阅原始凭证等
账务查询类服务 

自客户查询之日起前 1 年（含）内免费，1 年以上 20 元/份  

 

 

20020024 

 

 

资信证明 

接受对公客户申请，在

本行记录范围内，以资

信证明书的形式见证

客户业务实际状况的

咨询见证类中间业务 

300 元/份 人民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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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 行 卡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借记卡 

2030101 挂失借记卡  
持卡人因借记卡丢失申请挂失止付时
收取 

10 元/张 
  

  
2030102 补换借记卡工本费  持卡人因借记卡损坏申请新卡时收取 5 元/张  

2030103 借记卡开卡工本费  持卡人开办新卡时收取 5 元/张   

2030104 借记卡年费    5 元／卡／年   

2030105 借记卡 ATM 同城跨行取现  
持卡人持借记卡在同城他行 ATM上提取
现金时收取 

4 元/笔  

  

2030106 借记卡 ATM 异地跨行取现  
持卡人持借记卡在异地他行 ATM上提取
现金时收取 

按交易金额的 1%+2 元/笔，最低 4 元/笔，最高 20
元/笔 

2030107 ATM 转账手续费 
持卡人可在贴有银联标记的 ATM上给本

行及其他行银行卡转账 

在本行 ATM 上使用借记卡 

1、本行借记卡转本行卡免费； 

2、本行借记卡转他行卡，同城：0-1 万元（含），
3 元/笔；1-5 万（含），5 元/笔。异地：转账金
额的 1%，最低为 5 元/笔，最高为 50 元/笔。 

3、在跨行 ATM 上使用借记卡，同城：0-1 万元（含），
3 元/笔；1-5 万（含），5 元/笔。异地：转账金
额的 1%，最低为 5 元/笔，最高为 5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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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30108 借记卡 ATM 跨境查询  
持卡人持借记卡在境外 ATM上查询时收
取 

2 元/笔  境外包括中
国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
区 2030109 借记卡 ATM 跨境取现  

持卡人持借记卡在境外 ATM上提取现金
时收取 

12 元/笔  

2030110 行内助农取款手续费 
持卡人在我行银行卡受理终端办理小
额取款业务。 

1 元/笔 小额取现单
卡单日累计
金额不超过
2000 元 2030111 跨行助农取款手续费 

持卡人在他行银行卡受理终端办理小
额取款业务。 

2 元/笔 

2030112 助农转账/现金汇款 
持卡人在我行助农终端上办理转账/现
金汇款业务 

1.本行（同城，异地）免费 

2.跨行： 

A.同城交易手续费标准 

转账金额 1 万元（含）以下的，3 元/笔； 

转账金额 1 万元以上至 5 万元（含）的，5 元/笔； 

转账金额 5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含）的，8 元/
笔； 

转账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10 元/笔。 

B.异地交易手续费标准 

按转账金额的 1%收取，最低 5 元，最高 50 元。 

 

惠农微银行（惠农终端） 

2030113 本行同城取款 
本行个人账户（不含信用卡）通过惠农

终端办理小额取款业务 
1 元/笔  

2030114 本行同城存款 
本行个人账户（含信用卡）通过惠农终

端办理小额存款业务 
免费  

2030115 生活缴费 
通过惠农终端办理生活缴费（包括不限

于手机充值、水电燃气缴费等） 
0.5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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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30116 转账 
本行个人账户（不含信用卡）通过惠农
终端给本行账户及他行银行卡转账 

A:行内转账：1 元/笔     

B:跨行转账： 

1）同城：0-1 万（含），3 元/笔；1-5 万（含），
5 元/笔。 

2）异地：转账金额的 1%，最低为 5 元/笔，最高
为 50 元/笔 

 

贷记卡 

2030201 
预借现金或转账手续费（公
务卡） 

持卡人持信用卡在银行柜台或 ATM预借
现金时收取 

预借现金（含 ATM）或转账手续费按金额的 1%收
取，每笔最低 5 元 

  

2030202 
预借现金或转账手续费（其
他贷记卡） 

预借现金（含 ATM）或转账手续费按金额的 1%收
取，每笔最低人民币 3 元 

  

2030203 损坏换卡手续费 
持卡人因信用卡损坏申请换新卡时收
取 

20 元/卡   

2030204 挂失手续费 
持卡人因信用卡丢失申请挂失止付时
收取 

40 元/卡/次   

2030205 补制对账单手续费 
持卡人索取对账单时收取，每份列印一
个月的账务信息 

5 元/份   

2030206 调阅签账单手续费 
持卡人申请调阅签账单，经查证认定交
易确为持卡人或其附属卡持卡人所为
时收取 

20 元/份   

2030207 溢交款领回手续费 持卡人申请领回溢交款时收取 
本行免费，他行 ATM：本地 2 元/笔；异地为溢交
款额的 1%，最高 10 元/笔 

  

2030208 快速发卡手续费 持卡人申请加急送卡片/密信时收取 40 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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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30209 卡片/密信快递 持卡人申请快递卡片/密信时收取 20 元/次   

2030210 银联卡境外预借现金手续费 
持卡人持信用卡在境外预借现金时收
取 

20 元/笔 

境外包括中
国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
区 

2030211 
VISA 外币信用卡预借现金手
续费 

持卡人持信用卡预借现金时收取 交易金额的 3%，最低 10 元人民币。  

2030212 自由分期月手续费率 
持卡人申请办理分期业务，核准办理后
收取 

3 期：0.70%/期；6 期：0.65%/期；9 期：0.65%/
期；12 期：0.65%/期；18期：0.70%/期；24 期：
0.70%/期 

  

2030213 现金分期月手续费率 
持卡人申请办理分期业务，核准办理后
收取 

3 期：0.75%/期；6 期：0.75%/期；12 期：0.75%/
期；24 期：0.75%/期 

  

2030214 账单分期月手续费率 
持卡人申请办理分期业务，核准办理后
收取 

3 期：0.70%/期；6 期：0.65%/期；9 期：0.65%/
期；12 期：0.65%/期；18期：0.70%/期；24 期：
0.70%/期 

  

2030215 

普卡主卡年费 

年费 

 

60 元/卡  

普卡附属卡年费 30 元/卡  

2030216 

金卡主卡年费 100 元/卡  

金卡附属卡年费 50 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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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30217 白金卡年费 

基础套餐主卡 380 元/卡  

基础套餐附卡 180 元/卡  

白领套餐主卡 880 元/卡  

白领套餐附卡 440 元/卡  

金领套餐主卡 1880 元/卡  

金领套餐附卡 940 元/卡  

2030218 钻石卡主卡   680 元/卡   

2030219 钻石卡附属卡   280 元/卡   

2030220 

 
公务卡年费   100 元/卡   

2030221 大额特色分期手续费 持卡人办理分期业务，核准办理后收取 0.75%/期  

2030222 信用卡违约金 
持卡人如未于到期还款日前还清当期

最低还款额或延误还款时收取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次收取 

每笔最低 10 元 
 

2030223 私人银行卡选号费 
对申领私人银行卡客户提供个性化选

号服务 
80 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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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30224 境内、外交易调单手续费 

对持卡客户境内外刷卡交易，需要收单

机构提供原始交易单据影印件的所收

取的手续费 

银联卡境内调单副本 10 元/笔；境外调单副本 5

美元/笔或等值外币；VISA 外币信用卡境外交易争

议调单费 60 元人民币/笔。 

 

2030225 特定账单分期 

信用卡客户在出账单后，最后还款日前

提出申请，经有权审批人审批后可享受

每期还手续费，到期一次性还本金的服

务（仅限白金卡、农腾卡、员工卡） 

分期本金*0.75%*分期期数  

2030226 
VISA 外币信用卡货币兑换手

续费 

提供交易币种与持卡人外币账户币种

不一样时的结算服务 
交易金额的 1.5% 暂免 

其他 

2030401 金融 IC卡开卡费 
客户申请办理我行金融 IC 卡收取的工本
费 

5 元/张  

2030402 金融 IC卡年费 金融 IC卡年费 10元/年  

2030403 蓉城卡开卡费 客户申请办理我行蓉城卡收取的工本费 20 元/张  

2030304 蓉城卡年费 蓉城卡年费 1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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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 子 银 行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个人网银类 

2040101 跨行转账 个人网银跨行转账服务 

  普通 加急 

实时扣款 

1 万（含）以下 2 元/笔 5 元/笔 

1 万-2 万（含） 4 元/笔 6 元/笔 

2 万-5 万（含） 5 元/笔 7 元/笔 

5 万-10 万（含） 8 元/笔 

10 万-15 万（含） 10 元/笔 

15 万-20 万（含） 15 元/笔 

20 万元以上 20 元/笔 

2040102 个人证书年费 个人网银交易认证 10 元/张 系统扣收 

2040103 USBKEY工本费 个人网银认证开通 60 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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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银类 

2040201 跨行转账 企业网银跨行转账服务 

1 万（含）以下 5元/笔 6.5元/笔 

实时扣款 

1 万-10 万（含） 10元/笔 13元/笔 

10 万-50 万（含） 15元/笔 19.5元/笔 

50 万-100 万（含） 20元/笔 26元/笔 

100 万以上 
交易金额*0.02‰/
笔（最高 200 元） 

交易金额*0.02‰
*1.3（最高 200 元） 

2040202 企业证书年费 企业网银交易认证 200 元/张 系统扣收 

2040203 USBKEY工本费 企业网银认证开通 60 元/个   

移动银行类 

2040301 
个人移动银 

行跨行转账 

个人移动银行 

跨行转账服务 

  普通 加急 

实时扣款 

1 万（含）以下 5 元/笔 

1 万-2 万（含） 6 元/笔 

2 万-5 万（含） 7 元/笔 

5 万-10 万（含） 8 元/笔 

10 万以上 1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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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401 
企业移动银 

行跨行转账 

企业移动银行 

跨行转账服务 

1 万（含）以下 5元/笔 6.5元/笔 

实时扣款 

1 万-10 万（含） 10元/笔 13元/笔 

10 万-50 万（含） 15元/笔 19.5元/笔 

50 万-100 万（含） 20元/笔 26元/笔 

100 万以上 
交易金额*0.02‰/
笔（最高 200 元） 

交易金额*0.02‰
*1.3（最高 200 元） 

2040402 
移动银行企业
版年费 

移动银行交易认证 100 元/户/年 实时扣款 

动态令牌 

2040501 
动态令牌工本
费 

动态令牌是用来生成动态口令
的终端，运用在网银、移动银行
等领域。在用户进行动账交易
时，通过动态令牌进行安全校
验，以保障资金安全 

普通动态令牌工本费 30 元/个 

二合一动态令牌为 60 元/个 
 

2040502 
电子渠道交易
手续费 

为合作支付平台、商户等各类客
户提供我行电子渠道服务而收
取的费用，包括 B2B/B2C/C2C
等类型 

协议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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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理 业 务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50001 银保通 保险单实时出单 5 元/笔   

2050002 代理保险业务（银保通除外）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协议定价   

2050003 代客理财业务 

为客户提供银行存款、保险、证券、

期货、黄金、外汇保证金交易等理

财服务，并收取酬金  

协议定价 以业务公示为准 

2050004 代理财政性补贴 代发各类财政补贴资金 不低于 1 元/笔或发放金额的 2‰ 
参照财政部制定的

粮补手续费标准 

2050005 商业性代收业务 
受单一委托人向多个付款人收缴、

归集资金 

代扣性代收按不低于 2 元/笔或代收金额的

3‰收取；非代扣性代收，按不低于 5元/笔

或代收金额的 3‰收取 

  

2050006 代发工资 
受各企事业单位或组织团体委托向

其员工发放工资 

200 笔（含）以下，不低于 1 元/笔；200-500

笔（含），不低于 0.8 元/笔；500-1000

笔（含），不低于 0.6 元/笔；1000 笔以

上，不低于 0.5 元/笔 

  

2050007 
商业性代发业务（代发工资除

外） 

受各企事业单位或组织团体委托向

指定收款人发放资金款项 
不低于 2 元/笔或发放金额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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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50008 贵金属 T+D 手续费 代理客户 T+D 交易收取佣金 不高于交易额的 0.8‰收取  

2050009 基金代销 
为客户提供本行代理的基金公司产品

服务 
按与基金公司协议收取  

保管箱类 

2050101 保管箱 

为客户提供安全存放贵重物品、有价证

券、文件资料等的一个场所 

 

A 箱型：10000cm³(含)以下， 

0.05 元/ cm³ 

 

B 箱型：10000-15000 cm³ (含), 

0.05 元/ cm³ 

C 箱型：15000-25000 cm³ (含)， 

0.05 元/ cm³ 

D 箱型：25000-35000 cm³ (含)， 

0.045 元/ cm³ 

E 箱型：35000-40000 cm³ (含)， 

0.045 元/ cm³ 

F 箱型：40000 cm³以上， 

0.04 元/ cm³ 

2050102 保管箱破箱 保管箱破箱手续费 5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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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103 保管箱钥匙赔偿费 保管箱钥匙赔偿费（丢失 1 条） 100 元/条  

2050104 保管箱钥匙挂失 钥匙挂失手续费  20 元/次  

2050105 保管箱密码（指纹）挂失 密码（指纹）挂失手续费 10 元/次  

2050106 保管箱选号费 保管箱选号费 50 元/次  

2050107 换箱费 换保管箱手续费 50 元/次  

2050108 滞纳金 逾期未交租金的滞纳金 按年租金 0.5%收取日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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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融  资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60101 银团贷款安排费 
为借款人提供银团筹组、包销安排、贷款承诺、

银团事务管理等服务 

按照不低于银团贷款金额

0.25%的比例收取 
  

2060102 委托贷款业务 

我行应委托人要求，由委托人提供资金，根据委

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

等为委托提供代为发放贷款、监督使用、并协助

收回的贷款的金融服务 

按照贷款总额 1‰-3‰收取 
费率为年费率，不足一年按一
年收取；可一次性收取或分次
收取 

2060103 开立贷款承诺函手续费 为客户开立贷款承诺函 500 元/笔，一次性收取  

2060104 应收账款管理费 
为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保理业务申请人提供

的应收账款回款监控、应收账款催收及对账服务 

按应收账款净额的 1‰到 

3‰收取，一次性收取 
 

2060105 银行承兑汇票承诺费 

向客户承诺在未来约定的有效期内、按商定的条

件、在约定额度之内对客户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进行承兑。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金额-

保证金）*费率。费率范围

0%-2.5%（含）之间。各分

支机构根据客户承兑汇票

担保方式、承兑汇票承兑期

限及其他要素在规定费率

范围内协议定价。 

 

2060106 财务顾问与咨询业务 

利用我行在信息、知识、人才、产品、渠道等方

面综合优势，为公司、机构类客户提供包括优化

财务核算体系,设计内部控制流程,税收筹划服

务,财务风险评估及解决方案设计,优化融资结

构,投资理财顾问,金融政策咨询服务,宏观经济、

产业、行业信息咨询,资信证明,金融信息咨询,汇

率风险管理咨询,培训服务等财务顾问服务。 

协议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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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保函 

2060201 保函开立手续费 
将银行信用引入交易、保障交易顺利开展。提供
保函开立服务 

按照担保金额或者实际生
效金额 1.5‰-2‰的比例收
取。每笔最低不低于 500 元 

费率为年费率。可按季、按月
收取；对于期限在一年以上的
保函，以后每年以保函余额为
基数按原费率加收一次。对于
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保函也可
与客户协商在出具保函时一
次性收取费用。缴足 100%保
证金的，最高可下浮 50% 

2060202 保函通知费 
将银行信用引入交易、保障交易顺利开展。提供
保函通知服务 

200 元/笔   

2060203 保函修改通知 
将银行信用引入交易、保障交易顺利开展。提供
保函修改通知服务 

100 元/笔   

2060204 保函修改 
将银行信用引入交易、保障交易顺利开展。提供
保函修改服务 

200 元/笔 

如修改增加担保金额或者延
长担保期限，应按照开立保函
时费率标准收取新增金额和
延长时间的费用 

2060205 开立保函注销 
将银行信用引入交易、保障交易顺利开展。提供
保函注销服务。 

100 元/笔   

诉讼保函 

2060301 开立保函 

在案件诉讼过程中，银行在申请人提供反担保前
提下，接受申请人请求，向人民法院（受益人）
做出书面保证承诺，如因申请人财产保全错误导
致被诉讼人遭受损失的，银行将根据法院的赔付
通知，按保函约定金额支付赔偿款项。 

协议定价 

费用可按季、按月收取；对于
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保函，以后
每年以保函余额为基数按原
费率加收一次。对于期限在一
年以上的保函也可与客户协
商在出具保函时一次性收取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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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302 保函修改 修改诉讼保函 200 元/笔 

如修改增加担保金额或延长
担保期限，应按照开立保函时
费率标准收取新增金额和延
长时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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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 汇 业 务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境外汇款手续费 

2070101 汇出汇款 

根据汇款人要求通过与我行建立代理关系的境内外银行，

采用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方式,将款项汇

至境外收款人账户  

对私：汇款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收电报费；对公：汇款

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

另加电报费  

  

境外包括中国、

香港、澳门和台
湾地区  

  

  

  

2070102 全额到账 
通过我行的境内外代理行，将汇出汇款全额汇入客户指定

收款人账户 
150 元/笔 

2070103 修改 

汇出汇款业务中，根据汇款人要求修改汇出款信息；汇入

汇款业务中应收汇人要求向汇款银行发出修改汇款信息的

申请 

调整为 1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2070104 转汇 我行作为中间行，汇款至客户指定境外收款人账户 

对私：转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收电报费； 对公：转

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最高 10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2070105 止付 应客户要求，止付汇出汇款 
对私：50 元／笔，另收电报费；对公：1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2070106 境外汇入退汇 因汇款信息有误等原因，向汇出行退汇 

对私：退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加电报费；对公：退汇

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包

括同城），另加电报费  

2070107 汇出退汇 应汇款人要求，我行请求汇入行退汇 1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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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汇款手续费 

2070201 系统外汇出汇款 应客户要求，将款项汇至境内其他银行收款账户 

对私：汇款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对公：汇款金额的 1‰，
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包括同城），
另加电报费  

 

2070202 系统内汇出汇款 应客户要求，将款项汇至本行收款账户 
对私：汇款金额的 0.5‰，最低 10 元/
笔，最高 100 元；对公：汇款金额的
0.5‰，最低 20 元/笔，最高 300 元/笔  

 

2070203 修改 
汇出汇款业务中，根据汇款人要求修改汇出款信息；汇
入汇款业务中应收汇人要求向汇款银行发出修改汇款信
息的申请 

2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调整为 

1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2070204 转汇 我行作为中间行，汇款至客户指定收款人账户 

对私：转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加电报费；对公：转
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包括同城），另加电报费  

  

2070205 止付 应客户要求，止付汇出汇款 
对私：50 元／笔，另收电报费；对公：
100 元/笔，另收电报费  

  

2070206 境内汇入退汇 因汇款信息有误等原因，向汇出行退汇 

对私：退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加电报费；对公：退
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包括同城），另加电报费  

  

2070207 汇出退汇 应汇款人要求，我行请求汇入行退汇 100 元/笔，另加电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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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光票托收 

2070301 光票托收 
根据委托人要求，将委托收款的外币汇票或外币本票等

票据向境外付款行或付款人收款时收取的费用 

对私：托收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50 元/笔，另收邮费；对公：托收

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

另加电报费  

 

2070302 退票 
境外代收银行退回委托收款的外币银行汇票/本票等票

据时收取的退票费 

对私：10 元/笔，另境外费用实收；对公：

50 元/笔，另境外费用实收  
 

2070303 
受益人已收汇要求

退汇 

根据收款人（委托人）要求，将收汇的外汇银行汇票/本

票款项以电讯方式退回付款人时按一笔新的汇出汇款收

取手续费 

对私：退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加电报费；对公：退

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另加电报费  

 

2070304 
受益人已收汇要求

转汇 

根据收款人（委托人）要求，将收汇的外汇银行汇票/本

票款项以电讯方式转汇第三人时按一笔新的汇出汇款收

取手续费 

对私：转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笔，

最高 260 元/笔，另加电报费；对公：转

汇金额的 1‰，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另加电报费  

 

出口托收 

2070401 出口跟单托收 
受客户委托，凭附带商业单据的金融票据向国外付款人

收取票款 

托收金额的 1‰，最低 200 元，最高 2000

元，另电报费据实收取  
 

2070402 跟单托收改单 修改托收指示 100 元/笔  

2070403 托收退单 我行已发出的跟单托收被退单，按笔向委托方收取 100 元/笔  

2070404 无偿放单 不付款放单 200 元/笔 

通过我行交单，

在委托书中注明

不收取货款，收

此费用，不另收

跟单托收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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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405 催收 对托收货款催收 100 元/笔（应客户要求的非常规催收）  

进口代收 

2070501 进口代收（跟单） 
接受托收行的委托，向付款人提示附带商业单据的票据

并代为收取货款 

代收金额的 1‰，最低 100 元，最高 2000

元  
 

2070502 代收单据转同业 将进口代收单据转同业办理提示收款时收取的费用 200 元/笔  

2070503 保付加签 
根据客户申请，对商业汇票进行保付加签承担到期付款

责任时收取的费用 
保付金额的 1‰，最低 150元，按月收取   

2070504 无偿放单 
根据委托行指示不付款即向付款人释放单据时收取的费

用 
200 元/笔 

国外来单面函中

注明不收取货款

时，收此费用，

不另收进口代收

手续费 

2070505 退单 根据委托行要求将单据退回时收取的费用 100 元/笔 

我行已发出的跟

单托收被退单，

按笔向委托方收

取 

2070506 

空运单放货证明/

提单背书：银行收

单前 

银行收单前，对以我行或我行指定人为收货人的提单和

空运单进行背书或出具放货证明 

货款金额的 0.5‰，最低 500 元 

 

收足全额保证金

者按最低标准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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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507 

空运单放货证明/

提单背书：银行收

单后 

银行收单后，对以我行或我行指定人为收货人的提单和

空运单进行背书或出具放货证明 
50 元/笔  

2070508 进口代收（光票） 接受托收行的委托，向付款人提示票据并代为收取货款 
0.625‰，对私：最低 20 元，最高 500

元；对公：最低 50 元，最高 500 元 
 

进口跟单信用证 

2070601 开证 开立进口跟单信用证 

基本费率 1.5‰，最低 500元；效期三个

月以上的按照授信情况及风险程度每三

个月增收部分费用，该费用不低于信用

证金额的 0.5‰，唯收取全额保证金者不

加收  

调整为 

开证金额的 0.3‰-10‰（具体费率根据

客户评级、担保等情况确定），最低 500

元 

 

2070602 修改增额 修改增加进口跟单信用证金额 
对增额部分按开证手续费项目标准收

取，最低 100 元/笔  
 

2070603 其他修改 
根据开证申请人要求,修改信用证除金额和效期以外的

其他信息 
100 元/笔  

2070604 撤证 撤销进口跟单信用证 100 元/笔  

2070605 
承兑/远期付款承

诺 
对远期信用证进行承兑并于到期日履行付款责任 

承兑金额的 1‰，按月收取，最低 150

元  

调整为 

承兑金额的 0.3‰-10‰，按季收取，最

低 500 元，不足一季按一季收 

 

2070606 拒付/退单 进口跟单信用证拒付或退回单据 20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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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607 提货担保 

当进口货物先于货运单据到达时，进口商为办理提货，

向承运人或其代理出具的、请求银行加签并由银行承担

连带责任的书面担保 

提货担保金额的 0.5‰，最低 500 元，按

季收取 
 

2070608 

空运单放货证明/

提单背书：银行收

单前 

银行收单前，对以我行或我行指定人为收货人的提单和

空运单进行背书或出具放货证明  
货款金额的 0.5‰，最低 500 元 

收足全额保证金

者按最低标准收

取 

2070609 

空运单放货证明/

提单背书：银行收

单后 

银行收单后，对以我行或我行指定人为收货人的提单和

空运单进行背书或出具放货证明  
50 元/笔  

2070610 不符点处理费 对审核信用证项下单据时发现的不符点进行处理 

60 美元 

调整为 

60 美元/笔或等值外币/笔。 

 

2070611 付款/偿付 
我行作为付款/承付行向开证行收取的信用证付款手续

费 

向对方银行收取 1‰，最低 30 美元，最

高 100 美元 
向对方银行收取 

2070612 审单 
根据信用证的具体要求，对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相符

进行审核 

100 元/套单据，通常向境内客户收，但

也可向境外客户收（有的时候客户多寄

单） 

 

出口跟单信用证 

2070701 通知/转递 接受开证行的委托，将信用证转交受益人 200 元/笔  

2070702 

修改通知（包括转

让信用证修改的通

知） 

接受开证行的委托，将信用证修改转交受益人 
100 元/笔,如系保兑信用证下增额修改，

参照保兑费率计收，最低 10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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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703 预通知 将信用证简电预先通知受益人 100 元/笔  

2070704 保兑 
应开证行要求，对其所开信用证加以保兑，从而承担与

开证行相同责任 

保兑金额的 2‰，最低 500元，按季收取

（可按国家、银行风险程度的上浮权）  
 

2070705 审单 
根据信用证的具体要求，对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相符

进行审核 
信用证金额的 1.25‰,最低 150 元   

2070706 付款 向受益人履行付款责任 付款金额的 1.5‰，最低 200 元  

2070707 承兑 
对远期信用证进行承兑或作出延期付款承诺，并于到期

日履行付款责任 

承兑金额的 1‰，按月收取，最低 150

元  
 

2070708 
转让 修改为 转让

信用证 

应第一受益人的要求，将可转让的信用证转让时收取的

费用 

信用证转让金额的 1‰，最低 500 元，最

高 1000 元 
 

2070709 撤证 根据受益人要求，撤销有效期内信用证 100 元/笔  

2070710 
补制遗失出口信用

证 
补制遗失出口信用证 100 元/笔  

2070711 退单 单据被拒付退回时收取的费用 200 元/笔  

2070712 转让信用证修改 修改已转让信用证 

根据修改后的信用证金额计算转让信用

证费用，收取新转让费用与此前转让信

用证时已收取费用的差额。差额低于 100

元的，按照 100 元/笔收取。 

 



                                                                                市场调节价 

201612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70713 转让货款划拨 划拨代理出口货款 
200 元/笔（代理出口项下，向委托方收

取） 
 

2070714 款项让渡 将货款让渡给受让方时收取的费用 
受让方在境内：300 元/笔； 

受让方在境外：500 元/笔 
 

2070715 
催收及其他对外查

询/咨询 

应客户要求，进行非常规催收信用证项下款项及其他非

常规对外查/询咨询 
100 元/笔  

电报费 

2070801 进口开证电报费 以电开方式对外开立信用证时收取的电报费 150 元/笔（不区分全电开或简电开）  

2070802 开立保函电报费 以电开方式对外开立保函时收取的电报费 

每笔 200 元人民币，如向境外银行或受

益人收取按 50 美元计收（不区分全电开

或简电开） 

 

2070803 
信用证修改/撤证/

承兑/拒付电报费 
信用证修改/撤证/承兑/拒付时发送报文的电报费 

每笔 150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如向境

外银行或受益人收取每次按 30美元计收 
 

2070804 
其他往来 SWIFT 电

报费 
因业务往来需要发送 SWIFT电报时收取的电报费 

150 元/笔，如向境外银行或受益人收取，

按每次 30 美元计收 
 

2070805 境外汇款电报费 办理境外汇款业务所需发送 SWIFT 报文等 境外：150 元/笔；港澳台：80 元/笔   

2070806 境内汇款电报费 办理境内汇款业务所需发送 SWIFT 报文等 境内 2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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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807 邮递费 业务往来产生的邮递费 邮递费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收取  

国内信用证 

2070901 开证 开立国内信用证 

开证金额的 0.3‰-10‰（具体费率根据业

务风险情况、客户担保等情况确定），最

低 300 元 

 

2070902 修改  修改国内信用证 

根据修改后的信用证金额、效期等各项

要素计算开证费用，收取新开证费用与

此前开立信用证时已收取费用的差额。

差额低于100元的，按照100元/笔收取。” 

 

2070903 通知 通知国内信用证 100 元/笔  

2070904 修改通知 修改国内信用证的通知 50 元/笔  

2070905 议付 议付国内信用证 议付单据金额的 1‰，最低 100 元/笔  

2070906 验单 审核国内信用证项下单据 200 元/笔  

2070907 不符点处理 处理不符点单据 450 元/笔  

2070908 撤销 撤销国内信用证 100 元（加收电讯费）元/笔  

2070909 付款 对国内信用证付款 按照电子汇划费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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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910 开证行付款确认 确认开证行付款 

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开证行付款金额的

0.3‰-10‰，按季收取，最低 500 元 ，

不足一季的按一季收。 

 

福费廷 

2071001 手续费 
缮制协议，复印单据，审核资料；缮制并发送报文；联

系代理行，安排资金，办理转卖手续 

最低 10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笔，国内信

用证项下福费廷业务最低 500 元/笔 
 

2071002 承诺费 承诺期内，银行即承担债务人风险 
按“应收帐款金额×承诺费率×承诺期”

/360 收取 
 

国际保函（含国际备用信用证） 

2071101 融资性保函 
指为申请人开出借款保函及其他融资性保函，包括融资

性国际保函和融资性国内保函 

0.5‰-2%/季，最低 1000 元/季。根据业

务风险水平、客户担保等确定具体费率

标准，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收。 

 

2071102 非融资性国际保函 

指为申请人开出投标保函、履约保函、质量/维修保函、

预留金/留置金保函、一般关税保函、加工贸易税款保付

保函、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保函、预付款保函、付款保

函、海事保函、诉讼保函、提单遗失保函及其他非融资

性保函 

0.5‰-2.5‰/季，最低 500元/季。根据

业务风险水平、客户担保等确定具体费

率标准。”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收。 

 

2071103 
为同业开立/转开

国际保函 
转开代理行保函或金融机构作为申请人开出保函 

2.5‰/季，最低 500 元/季，不足一季按

照一季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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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71104  国际修改 提供保函修改服务 200 元/笔  

2071105 

国际保函通知（包

括国际保函修改的

通知） 

提供保函通知服务 200 元/笔  

2071106  国际保函注销 提供保函注销服务 200 元/笔  

2071107 代理国际保函索赔 提供保函代理索赔服务，维护受益人的正当权益 
索赔金额的 1‰，最低 1000元/笔，最高

5000 元/笔 
 

2071108  代审国际保函 保函代审服务，保障客户正当权益，防范条款风险 2000 元/笔  

2071109 
代核/查国际保函

真实性 
核查保函真实性，防范商业欺诈 300 元/笔  

贸易融资管理（手续）费 

2071201 出口商业发票融资 
我行作为出口保理商提供销售分户账管理、催收等服务

的收费。 
按发票金额的 1‰-2%一次性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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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71202 信保融资 
我行作为出口保理商提供分户账管理、催收，承担信用

保险机构风险。 
按发票金额的 1‰-2%一次性收取。  

2071203 出口押汇 
信用证、托收项下出口押汇的单据处理、融资资金安排、

外汇政策咨询、融资方案设计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按发票金额的 1‰-2%一次性收取。  

2071204 进口押汇 

信用证、托收、T/T 项下进口押汇的单据处理、融资资金

安排、外汇政策咨询、融资方案设计等服务所收取的费

用 

按发票金额的 1‰-2%一次性收取。  

其他服务费 

2071301 查询/催收手续费 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准确的业务查询/催收服务 
对私：20 元/笔；对公：50 元/笔；SWIFT

电报费和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2071302 外币携带证手续费 为客户携带外币、外币支付凭证出境提供合法证明 20 元/笔  

2071303 
对公外汇账户管理

费 
为客户开立的一般账户进行管理与维护 200 元/户/年  

2071304 长期不动户管理费 对客户的长期不动户的管理 100 元/户/年  

2071305 单证业务查询 应客户要求向对方发起查询 100 元/笔  



                                                                                市场调节价 

201612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71306 代核印鉴 代核对银行印鉴 100 元/笔  

2071307 询证函 对境外汇入资金出具证明材料，以供企业作为验资证明 200 元/笔  

2071308 存款证明 为客户外币存款出具证明材料 对私：50 元/笔；对公：200 元/笔   

2071309 资信证明 为客户提供资信证明服务 500 元/笔 外汇类业务 

2071310 资信调查 
根据客户委托，通过银行或资信调查公司调查企业资产

信誉时收取的费用 
协议定价，最低 500 元/次  

2071311 
国际贸易融资手续

费 

为客户办理国际贸易融资（含国内贸易融资、代付、出

口信贷等）时所收取的单据处理、应收账款管理、融资

安排等费用 

协议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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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 融 市 场 类 

编  号 收费项目 服务功能 收费标准 备  注 

2080001 同业及投行业务服务费 

与银行、非银行机构以及与同业或投行业务相关联的
企业客户合作，提供项目推荐、业务安排、咨询顾问、
市场研究、额度承诺、融资咨询、融资方案指定、代
理票据保管、托收等相关事务，以及受托资产管理，
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 

协议定价  

2080002 账户监管费 
受银行、非银行机构委托，对第三方账户资金情况进
行监督，通过保管人、投管人、委托人分立，确保账
户资金安全。 

协议定价  

2080003 债券承销、分销手续费 参与债券承销、分销的业务。 协议定价  

2080004 发行、管理理财产品手续费 理财产品的发行和管理。 协议定价  

2080005 
非证券投资类资产托（保）
管业务 

根据协议的约定对托（保）管资产提供安全保管、资
金清算、估值核算、投资监督等相关服务 

协议定价  

 

备注： 

1.外汇类业务计价单位为人民币的费用，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外币按费用收取当日我行公布的对客即期买入价折算）；计价单位为美元的费用，可收

取人民币（人民币按费用收取当日我行公布的对客即期卖出价折算）或等值外币（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折算）； 

2. 凡发生境外银行费用，向客户按实收取； 

3. 业务中发生的电报费按我行电报费标准收取；业务中发生的邮费按我行与当地邮政部门的协议标准按实收取； 

4.各类凭证工本费按实收取； 

5.除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外的各收费项目优惠政策请参见《成都农商银行中间业务收费项目优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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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注 

一、 编码规则（从左至右依次为）：第 1位为免费服务项目、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区分码，“0”代表免费服务项目、

“1”代表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2”代表市场调节价；第 2、3位为服务项目大类区分码，“01”至“08”分别代表

结算类、账户管理类、银行卡类、网上银行类、代理业务类、融资类、外汇业务类、金融市场类；第 4、5位为同一服

务项目大类下具体业务类别序号，“00”代表未区分具体业务类别；第 6、7位为服务项目逐项顺序号。 

二、 成都市同城范围是指成都市所有行政区范围；异地分支机构同城范围以当地行政区划分为准。 

三、 本行统一咨询（投诉）电话：028-962711。 

四、 成都市价格监督检查局举报电话：1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