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修改《个人银行服务收费表》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向您更清晰的展示我行个人银行业务（不包括，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无担保个人贷款（现贷

派）、理财产品、信用卡）的收费优惠政策，我行拆分了《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中的优惠政策部分，

准备了单独的《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策》，作为《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的补充和修改。 

您可以查阅《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策》以了解当时有效的收费优惠政策，如《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

策》提供了比《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更优惠的收费，您即可以据此享受收费优惠。 

另外，我行调整了补（换）卡手续费标准，且对《个人理财产品收费一览表》的内容描述和适合客

户部分作了修订，以求更为清晰的表述。 

鉴于此，我行修订了《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本次修改后的《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自

2015 年 8 月 14 日起生效。您可以参见本公告附件以了解《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策》以及修订后的

《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的全文。 

我行可能不时修订《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策》和《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您可以浏览我行官方

网站以查阅当时有效的版本。 

感谢您选择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 

附件：《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 

个人银行服务收费
标准.PDF

 

附件：《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策》 

个人银行收费优惠
政策.pdf

 





收费项目名称/内容描述序号 收费标准-个人银行普通客户 收费标准-个人银行尊享计划客户 收费标准-优先理财客户 收费标准-私人财富管理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汇出汇款


境内同行转账（同城/异地）手续费 


境内跨行转账（同城/异地）手续费 


人民币50,000元（含）以下


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 △ 


人民币1.2元/笔


△ 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进行汇出汇款的金额上限以及收费标准将根据人民银行相关政策作不时调整。若各地监管机构对相关收费标准另有规定，以当地监管机构要求为准。
通过港澳汇款专用账户进行人民币汇出汇款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请参照“通过大额支付系统进行境内跨行转账”项目之收费标准，中间代理行费用每笔人民币200元/等值外币另收（如选择由汇款人承担）。


△ 通过重庆“人行通”同城跨行转账业务进行汇出汇款的金额上限以及收费标准将根据人民银行相关政策作不时调整。


人民币1.2元/笔 人民币0.6元/笔


人民币50,000元至
100,000元（含）


人民币10.5元/笔


人民币10.5元/笔


人民币8元/笔 人民币5.5元/笔


人民币100,000元至
500,000元（含）


人民币15.5元/笔


人民币15.5元/笔人民币20.5元/笔


人民币11.75元/笔 人民币8元/笔


人民币500,000元至
1,000,000元（含）


人民币1,000,000元以上 总额的0.002%，最高人民币50元/笔 总额的0.0015%，最高人民币50元/笔 总额的0.001%，最高人民币50元/笔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人民币50,000元（含）以下 人民币2元/笔


人民币50,000元至
100,000元（含） 人民币5元/笔


人民币100,000元至
500,000元（含） 人民币10元/笔


人民币15元/笔


人民币2元/笔


人民币5元/笔


人民币10元/笔


人民币15元/笔人民币500,000元至
1,000,000元（含）


人民币1,000,000元以上 总额的0.002%，最高人民币50元/笔 总额的0.002%，最高人民币50元/笔


人民币2元/笔


人民币5元/笔


人民币8元/笔


人民币10.5元/笔


总额的0.001%，最高人民币50元/笔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人民币业务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现金服务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汇入汇款
电汇汇入手续费


票据托收


汇票/支票托收（同城/异地）手续费 人民币1元/笔 人民币1元/笔 人民币1元/笔 免费


账户管理费1


2


3


4


5


6


7


8


9


免费免费 每月人民币150元/等值外币 每月人民币150元/等值外币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综合服务


现金存款（同城/异地）手续费


现金取款（同城/异地）手续费 


本票签发（仅限提供此项服务的分支行）


本票手续费 人民币0.32元/笔 人民币0.32元/笔 人民币0.32元/笔 人民币0.32元/笔


本票工本费 人民币0.48元/笔 人民币0.48元/笔 人民币0.48元/笔 人民币0.48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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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


1. 个人银行服务收费一览表（贷款及理财产品除外）（生效日期：2015年8月14日）


市场调节价
根据《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
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银监
发[2011]22号规定免收同城本
行存、取款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根据《中国银监会 中国


个人银行普通客户”亦称为
“个人理财客户”。为本
《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
之目的，“个人银行普通客
户”不包括“个人银行尊享
计划客户”


人民银
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银行
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
费的通 知》发改价格银 监 发
〔2011〕22号规定要求执行。


市场调节价
根据《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
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银监
发[2011]22号规定免收同城本
行转账手续费。


政府指导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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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规
定中《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要求执行。


政府定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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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规
定中《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要求执行。


政府指导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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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规
定中《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要求执行。


政府指导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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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规
定中《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要求执行。


政府指导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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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规
定中《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要求执行。


重庆“人行通”同城 跨行转账
手续费△（仅限提供此项服务
的分支行）  







△ 从国内其他银行汇入的外币汇款可能会产生相关中转行收费。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外币业务


免费


免费


免费免费


总额的0. 4%，每笔最低人民币5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25%，每笔最低人民币50元/ 等值外币


现金服务
现金存款（同城/异地）手续费


现金取款（同城/异地）手续费


免费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汇入汇款
电汇汇入 △ 


手续费


退汇手续费


票据托收


汇票/ 支票托收手续费


汇票/ 支票托收邮费


汇票/ 支票托收退票手续费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不包括海外银行收
取之费用）


若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
算，手续费为票面金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
20元/ 等值外币，最高人民币1, 0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不包括海外银行
收取之费用）


若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
算，手续费为票面金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
20元/ 等值外币，最高人民币1, 0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不包括海外银
行收取之费用）


若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
算，退票手续费为每笔人民币3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不包括海外银行
收取之费用）


免费 （不包括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若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
算，退票手续费为每笔人民币3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不包括海外银
行收取之费用）


免费（不包括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免费
若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
算，手续费为票面金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
20元/ 等值外币，最高人民币1, 0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不包括海外银
行收取之费用）


若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
算，退票手续费为每笔人民币30元/ 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免费


汇出汇款


境内同行转账（同城/异地）手续费
境内跨行转账（同城）


境内跨行转账（异地）


汇票签发手续费及电报费


手续费


手续费
中间代理行费用


（如选择由汇款人承担）


手续费


电报费


电报费


总额的0. 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另收人民
币120元/ 等值外币电报费


总额的0. 075%，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
外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05%，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
外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如果收款行为
渣打银行则免费）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中间代理行费用
（如选择由汇款人承担）


中间代理行费用
（如选择由汇款人承担）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8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6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4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修改手续费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修改手续费


总额的0. 075%，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
外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另收人民
币120元/ 等值外币电报费


总额的0. 05%，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另收人民币
120元/ 等值外币电报费


免费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免收汇票签发手续费，另收人民币120元/ 等值
外币电报费


海外电汇


总额的0. 075%，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
外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


总额的0. 05%，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
币，最高人民币500元/ 等值外币（如果收款行
为渣打银行则免费）


每笔人民币120元/ 等值外币 （如果收款行为
渣打银行则免费）


每笔人民币200元/ 等值外币


每笔人民币100元/ 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
日本、韩国


东南亚、澳洲
西欧、美国、加拿大


南亚、中美洲、南美洲
中东、非洲、东欧


地区 邮费（每0. 5公斤）
美元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1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5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
日本、韩国


东南亚、澳洲
西欧、美国、加拿大


南亚、中美洲、南美洲
中东、非洲、东欧


地区 邮费（每0. 5公斤）
美元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1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5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
日本、韩国


东南亚、澳洲
西欧、美国、加拿大


南亚、中美洲、南美洲
中东、非洲、东欧


地区 邮费（每0. 5公斤）
美元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1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5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
日本、韩国


东南亚、澳洲
西欧、美国、加拿大


南亚、中美洲、南美洲
中东、非洲、东欧


地区 邮费（每0. 5公斤）
美元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1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2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35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美元50元/ 笔或等值人民币 


市场调节价
根据《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票
双向联系结算业务的通知》深
人银发[ 2002] 240号、《关于深
圳外币实时全额支付系统运行
的通知》深人银行[ 2002] 510
号的规定收取相关费用


市场调节价
根据《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票
双向联系结算业务的通知》深
人银发[ 2002] 240号、《关于深
圳外币实时全额支付系统运行
的通知》深人银行[ 2002] 510
号的规定收取相关费用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20元/年/卡


免费


15元/卡/次


2元/笔


10元/笔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15元/笔


年费


免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20元/年/卡


免费


免费


免费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免费


年费


免费


免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20元/年/卡


免费


免费


免费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免费


年费


制卡工本费


免费


免费


IC借记卡到期换卡
手续费


补（换）卡工本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电子现金


20元/年/卡


免费


15元/卡/次


2元/笔


10元/笔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15元/笔


年费


免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新发卡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IC卡到期换卡手续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180元/年/卡


免费


15元/卡/次


免费


免费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15元/笔


年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免费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180元/年/卡


免费


15元/卡/次


免费


免费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15元/笔


年费


免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6800元/年/卡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免费


年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备注: 


I. 外币现金存款及取款请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本行”）各分支行实际提供服务内容为准。


II. 上述收费标准所载之服务及收费可随时因法律、法规之变更，或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同业协会或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或指导意见而修改，或由本行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或本行商业决策作不时之调整。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和调整，本行将通过网站 www.sc.com/cn 进行公告。


III. 上述收费标准所载之收费项目若以人民币标价，等值外币的收取以服务时公布的汇率计算。


IV. 除非另有说明，上述收费标准所载之收费并不包括其他金融机构收取的费用、政府税费及事业单位行政收费、律师费或其他非本行所收之费用。客户须按照当地政府所定的费用及税款缴交相应款项。


V. 如本行在市场活动中提供比上述收费标准更优惠的收费，以相关市场宣传资料和/或收费优惠政策为准 。


VI. 本表如有英文译本，仅供参考。如与中文版本存在任何差异，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VII. 自2015年01月01日起，本行不接受客户加入「个人银行尊享计划」，「个人银行尊享计划」不对新客户开放。


VIII. 如客户有任何疑问或建议，可拨打本行客户服务热线800 820 8088或登录本行官方网站 www.sc.com/cn 进行查询及反馈。


本服务收费标准的生效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


其它服务


免费


免费


预约开立海外合作银行账户
手续费


每账户人民币100元/等值外币（已包含邮费） 每账户人民币100元/等值外币（已包含邮费） 每账户人民币100元/等值外币（已包含邮费）


存款证明开立手续费 每张人民币50元/等值外币


每张人民币50元/等值外币


每张人民币25元/等值外币


每张人民币25元/等值外币


每月人民币20元/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免费免费


每月人民币20元/等值外币


每份人民币20元/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免费


每账户人民币100元/等值外币（已包含邮费）


免费


免费


免费每份人民币20元/等值外币


存款冻结证明开立手续费


存折/印鉴挂失手续费


补发详细帐单（12个月以上）手续费


补发相关凭证（12个月以上）手续费


借记卡业务


智通借记卡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人民币200元/次资金监管服务费 人民币200元/次 人民币200元/次 人民币2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电子现金 2元/笔跨行终端圈存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创智借记卡 白金借记卡 白金借记卡


逸账户借记卡 逸账户借记卡 “艺述英国”钻石借记卡


类  别 项  目 收费（人民币）


卡片费用


境内交易


境外交易


6800元/年/卡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交易金额的1%，
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4元/笔


免费


年费


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异地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同城）


银联网跨行转账手续费
（异地）


银联网ATM余额查询手
续费


银联网ATM取现手续费


1万元以下（含1万）


1万元 - 5万元（含5万）


5万元以上


3元/笔


5元/笔


8元/笔


“艺述英国”钻石借记卡


该项服务仅适用于“畅学宝”
客户


银联网跨行转账包括银联网ATM跨
行转账以及银联网手机跨行转账交
易，省内为同城，跨省为异地。省级
划分与国家行政区划分一致。


针对本行卡在他行终端发起的圈存
交易收取的跨行交易手续费。


针对本行卡在他行终端发起的圈存
交易收取的跨行交易手续费。


银联网跨行转账包括银联网ATM跨
行转账以及银联网手机跨行转账交
易，省内为同城，跨省为异地。省级
划分与国家行政区划分一致。


在境外银联网ATM进行取现交易时，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ATM受理机构会
收取相应比例的服务费，该费用由
当地ATM受理机构收取，与银联以
及发卡行无关。取款时留意ATM的
收费提示。


在境外银联网ATM进行取现交易时，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ATM受理机构会
收取相应比例的服务费，该费用由
当地ATM受理机构收取，与银联以
及发卡行无关。取款时留意ATM的
收费提示。







2.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及无担保个人贷款（现贷派）收费一览表 （生效日期：2015年8月14日） 


3. 个人理财产品收费一览表 （生效日期：2015年8月14日）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内容描述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币种 收费依据 优惠政策/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客境外理财开放式结构性票据认购费(UTSN)


代客境外理财结构性票据赎回费(QDSN)


代客境外理财全球基金精选认购费(QDMF)


代客境外理财全球基金精选转换费(QDMF)


代客境外理财全球债券精选认购费(QDBD)


代客境外理财全球债券精选赎回费(QDBD)


代客境外理财全球债券精选服务费(QDBD)


信托理财产品认购费 (DTI)


信托理财产品管理费(DTI)


信托理财产品赎回费(DTI)


代客境外理财开放
式结构性票据认购


购买代客境外理财开放
式结构性票据的客户


代客境外理财结构
性票据赎回


赎回代客境外理财结构
性票据的客户


代客境外理财境外
基金认/申购 购买代客境外理财基金的客户


代客境外理财境外
基金转换


转换代客境外理财境外基
金的客户


代客境外理财境外
债券认购


购买代客境外理财境外债
券的客户


代客境外理财境外
债券赎回


赎回代客境外理财境外债
券的客户


代客境外理财境外
债券发放息票


持有代客境外理财境外债
券的客户


信托理财认购 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客户


信托理财管理 持有信托理财产品的客户


信托理财赎回 赎回信托理财产品的客户


0%~1.5%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2.5%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2.5%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1.5%


1%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0%~0.5%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0.25%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2%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2%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0%~2%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与产品投资币种一致
具体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市场调节价


提前全额还款：
人民币贷款：提前还款锁定期内，贷款
余额3%或者5000元人民币（两者取其
高），超出提前还款锁定期，不收取。
外币贷款：提前还款锁定期内，贷款余额
3%或者等值于1000美元（两者取其高
收取），超出提前还款锁定期，不收取。


提前部分还款：
提前还款锁定期内，收取提前还款本金
的3%，超出提前还款锁定期，不收取。


 
 


 
     


 


 
  


 
   


个人房地产
抵押贷款 


1  


 


提前还款手续费


 


 


办理提前全额/部分
还款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明证息利立开 费续手立开明证息利 2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20 元/ 份 市场调节价


3 变更抵押人审批操作手续费 办理变更抵押人手续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2000 元/ 次 市场调节价  


4 增加/减少车位审批操作
手续费


 办理增加/减少车位
手续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2000 元/ 次 市场调节价  


5 变更抵押贷款期限审批操作
手续费 


变更抵押贷款期限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400 元/ 次 市场调节价  


6 变更每月还款日期审批操作
手续费 


变更每月还款日期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400 元/ 次 市场调节价  


7 变更还款方式审批操作手续费  变更还款方式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400 元/ 次 市场调节价         
 8 常效划款指示手续费 设定常效划款指示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客户 人民币 300 元/次 市场调节价  


 


 


 


 


 


 


 


 


2


1 逾期贷款催收费 逾期贷款催收 
 


无担保个人贷款客户  人民币 39 元/次 市场调节价  


提前还款手续费
 


办理提前还款
 


 无担保个人贷款客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无担保个人
贷款（现贷
派）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内容描述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政策/备注


备注: 


I. 与个人房地产（包含住房以及商住两用房）抵押贷款及无担保个人贷款等相关之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仅适用于生效日及以后的交易（以签订合同的时间为准），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如在生效日以前签订了房地产抵押贷款或房地产持证抵押贷款或无担保


个人贷款等合同文件，则该贷款的相关收费仍按照已签订的合同收费标准执行。


II.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提前还款锁定期以合同约定为准。贷款币种为人民币的提前还款锁定期通常为一年，贷款币种为外币的提前还款锁定期通常为三年。


III. 上述收费标准所载之服务及收费可随时因法律、法规之变更，或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同业协会或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或指导意见而修改，或由本行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或本行商业决策作不时之调整。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和调整，本行将通


过网站 www.sc.com/cn 进行公告。


IV. 上述收费标准所载之收费项目若以人民币标价，等值外币的收取以服务时公布的汇率计算。


V. 除非另有说明，上述收费标准所载之收费并不包括其他金融机构收取的费用、政府税费及事业单位行政收费、律师费或其他非本行所收之费用。客户须按照当地政府所定的费用及税款缴交相应款项。


VI. 如在本行在市场活动或产品合同（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房地产持证抵押贷款合同，无担保个人贷款合同，理财产品合同等合同文件）中提供比上述收费标准更优惠的收费，以相关产品合同和市场宣传资料为准。


VII. 如客户有任何疑问或建议，可拨打渣打银行客户服务热线800 820 8088或登录银行官方网站 www.sc.com/cn 进行查询及反馈。


VIII.本表如有英文译本，仅供参考。如与中文版本存在任何差异，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备注: 


1. 除非另有说明，以上收费不包括有关项目之政府税费及事业单位行政收费、律师费或其他非本行（“本行”即“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收之费用。 


2. 本表所载之服务及收费可随时因法律、法规之变更或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同业协会或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或指导意见而修改，或由本行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或本行商业决策作不时之调整。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和调整，本行将通过网站


www.sc.com/cn进行公告。


3. 本表所载内容仅供参考，具体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以相关合同文件之约定及/或本行各分支机构实际操作为准。


4. 本表的英文译本仅供参考，如与中文版本存在任何差异，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5. 如客户有任何疑问或建议，可拨打本行客户服务热线800 820 8088查询及反馈。


提前归还之贷款本金的5%，最低不低于
人民币500元


适用于普通无担保个人贷款
客户


仅适用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客户


提前归还之贷款本金的10%，最低不低于
人民币900元


适用于参加提前还款锁定计
划的客户








重要提示:本优惠政策应视为《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的一部分，为《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的补充和修改。
除本文件提及的优惠政策外，其它收费标准维持不变，仍以《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为准。


个人银行收费优惠政策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内容描述 适用客户 原收费标准 优惠内容 优惠期间


1
优先理财/私人财富
管理客户


每月人民币150元/等值
外币


若「优先理财」/「私人财富管理」客户符合「优先理财」资格要求即可
免收账户管理费（「优先理财」具体资格要求请参阅我行网站）。


所有新开立银行结算账户并首次签约开通 “存款相关跨行代收服务”的
客户，同时申请加入我行「优先理财」计划，自服务开立次月起1年内，
每月成功扣款一定金额，可免除当月账户管理费。
 
“企业员工银行” 非代发薪账户客户，可享受免账户管理费的优惠。
“企业员工银行” 代发薪账户客户，可享受免收账户管理费的优惠。


首次开户的“优先理财”客户，可免除前3个月的“优先理财”账户管理费。
首次加入“优先理财”的客户，可免除加入当月的“优先理财”账户管理费。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2 所有客户
人民币0.6元/笔起，最
高人民币50元/笔


个人网银客户如通过网上银行或移动银行进行境内人民币跨行汇款，免
收手续费（本优惠政策如有调整以我行网站公告为准）。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账户管理费


境内跨行转账（同城/异地）手续费 -
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


3 “创享旅游服务”客户
总额的0.25%起，每笔最
低人民币50元/等值外币


“创享旅游服务”客户单笔外币取现金额大于等于1000美元或等值其他
外币，可享受免收外币取现手续费的优惠。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手续费


总额的0.05%起，每笔最低
人民币100元/等值外币，最
高人民币500元/等值外币


电报费 每笔人民币120元/等值外币


中间代理行费用（如选
择由汇款人承担）


每笔人民币200元/等值外币


修改手续费 每笔人民币100元/等值外币


5 “好来屋”客户 人民币200元/次
“好来屋”房产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免除该手续费：
1、监管资金大于人民币50万元（含）
2、我行房贷放款客户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6 “创享旅游服务”客户
每张人民币25元/等值
外币起


“创享旅游服务”客户且为个人银行普通客户可享受每张人民币25元/等
值外币的优惠。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智通借记卡、创智借记
卡、白金借记卡客户


20元/年/卡 智通借记卡、创智借记卡、白金借记卡目前免收卡年费。


逸账户借记卡客户 180元/年/卡 对于持有逸账户借记卡的客户免收卡年费。


“艺述英国”钻石
借记卡客户


6800元/年/卡
“艺述英国”钻石借记卡：卡片年费将预先收取，如“艺述英国”钻石借记卡
持卡人从激活当日起算一年内刷卡消费满人民币50万元，则全额返还当年年费。


所有借记卡客户
首次更换芯片卡的客户暂不收取。如因变更银行计划需升降级更换借记
卡,暂不收取费用。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优先理财客户
加入“优先理财”的客户，如客户于优惠期间加入“优先理财”，并于
优惠期间更换借记卡为白金借记卡，可免收补（换）卡工本费。


2015年5月12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个人理财客户、个人
银行尊享计划客户


于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内受邀换领逸账户借记卡的客户，
须在2016年3月31日前完成换卡，并可免收补（换）卡工本费。


2015年5月1日至


2016年3月31日


境内同城跨行ATM取现
手续费


智通借记卡、创智
借记卡客户


2元/笔


智通借记卡/创智借记卡：


单笔取款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则免收取现手续费（香港、澳门及台
湾地区除外）。
智通借记卡（精英版）：每月前三笔免收取现手续费，第4笔起不低于
人民币2000元，则免收取现手续费（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除外）。
（该优惠只适用于客户任职于该使用企业员工银行服务的企业期间）。


保时捷薪资智通借记卡：


免收同城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企业员工银行”客户且为创智借记卡持卡人，免收同城跨行ATM取现
手续费（该优惠只适用于客户任职于该使用企业员工银行服务的企业期
间）。


境内异地跨行ATM取现
手续费


智通借记卡、创智
借记卡客户 10元/笔


创智借记卡/保时捷薪资智通借记卡：单笔取款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
则免收取现手续费（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除外）。


所有“创享旅游服务”
客户 15元/笔


所有“创享旅游服务”客户在境外贴有银联标识的自动柜员机上进行取
款操作，可享受免收首笔取现交易手续费的优惠。


逸账户借记卡客户 15元/笔 单笔取款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元或等值外币则免收取现手续费。


电子现金跨行终端圈存
手续费


所有借记卡客户 2元/笔 针对本行卡在他行终端发起的圈存交易收取的跨行交易手续费。暂不收取


借记卡
服务


7


现金取款（同城/异地）手续费


4 海外电汇


卡片年费


境外银联网ATM取现
手续费


补（换）卡手续费


资金监管服务费


存款冻结证明开立手续费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15元/卡/次


所有客户(优惠内容
另有说明的除外)


“畅学宝”客户可享受电汇手续费费用对折优惠，且不做最低收费要求
（每次需满足名下“畅学宝”账户存款余额汇前不低于等值人民币10万
元或等值外币、汇后不低于等值人民币2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要求），电
报费以及中间代理行费用另收；“畅学宝”客户且符合[优先理财]资格
要求即可享受电汇手续费和电报费全免优惠（每次需满足名下“畅学宝”
账户存款余额汇前不低于等值人民币50万元或等值外币、汇后不低于等
值人民币1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要求），中间代理行费用另收。


合格[优先理财]客户可享受每月第一笔海外电汇手续费和电报费全免优
惠。该优惠于2015年3月16日生效,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仅限于
至银行柜台办理海外电汇时使用且单笔汇款金额不低于5千美金或等值
外币,中间代理行费用另收。)  


持有[全球汇2015渣打银行优先理财客户海外电汇优惠券]的[优先理财]
客户可凭券在办理海外电汇业务时，享受1次手续费和电报费全免的优
惠(仅限于至银行柜台办理海外电汇时使用。该优惠券于2015年3月16
日生效,使用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01月0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优


惠内容另有说明的


除外)


备注：
个人银行普通客户”亦称为“个人理财客户”。为《个人银行服务收费标准》之目的，“个人银行普通客户”不包括“个人银行尊享计划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