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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类项

人民币账户服务 贸易服务

费率 最低 最高 Z3 费率 最低 最高

Z1.1 汇出汇款 Z3.1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BAD) 按票面金额的0.05%

Z1.1.1 同城/异地

通过大额支付系统 Z3.2 银行承兑汇票 / 商业汇票

 - 手续费: 交易额      <=人民币10,000.- 人民币5.-/笔 每本 人民币7.-

                                   <= 人民币100,000.- 人民币10.-/笔

                                   <= 人民币500,000.- 人民币15.-/笔

                                   <= 人民币1,000,000.- 人民币20.-/笔

                                     > 人民币1,000,000.- 0.002% 人民币200.-/笔 Z3.3 人民币境内汇款 (通过大额支付系统)

每笔另加手续费人民币0.50/笔 手续费: 交易额      <= 人民币10,000.- 人民币5.-/笔

                                <= 人民币100,000.- 人民币10.-/笔

                                <= 人民币500,000.- 人民币15.-/笔

                                <= 人民币1,000,000.- 人民币20.-/笔

                                  > 人民币1,000,000.- 0.002% 人民币200.-/笔

每笔另加手续费人民币0.50/笔

Z1.1.2 加急付款服务（要求2小时内到账的)

每笔交易

Z3.4 国内人民币信用证

Z3.4.1 开证费
开证金额的      

0.15%
人民币100.-

定价依据：

Z3.4.2 修改费－增加金额
增加金额的     

0.15%
人民币100.-

  Z3.4.3 修改费－其它条款修改 人民币100.-

Z1.2 汇票/支票的托收/支付 Z3.4.4 信用证通知费 人民币50.-

Z3.4.5 信用证修改通知费  人民币50.-

Z1.2.1 汇票/支票的支付

银行汇票支付                                                                                                                                                                                                                                                                                                           Z3.4.6 议付手续费  议付单据金额的0.1%

由渣打银行签发 执行大额支付系统（HVPS）收费标准

另加工本费及服务费人民币1.28

B股资金清算业务
Z1.3 支票 / 贷记凭证 / 汇票

Z4

Z1.3.1 支票薄

每本25张（含工本费，手续费） 人民币30.- Z4.1 支票托收 我行清算客户 非我行清算客户

Z1.3.2 贷记凭证 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票交系统 0.10% 0.10%

每本25张 人民币30.50 最低：人民币20.- 最低：人民币20.-

最高：人民币1000.-最高：人民币1000.-

外币账户服务
备注

Z2 费率 最低 最高

Z2.1 汇出汇款

Z2.1.1 通过外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付款（仅限深圳）

从深圳汇入香港 0.10% 人民币20.- 人民币1,000.-

Z2.2 汇票/支票的托收与支付

Z2.2.1

托收- 每笔交易 0.10% 人民币20.- 人民币1,000.-

定价依据：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票双向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 (深人银发（2002）240号)

每笔另加跨境通信费40港币/笔

备注：不同城市的凭证格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请与相关分行确认其实际价格.

定价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 (计价费[1996]184号)

定价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银发〔1997〕265号文)

定价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 (计价费[1996]184号)

标准价格

定价依据：关于深圳外币实时全额支付系统运行的通知 (深人银发（2002）510号), 
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票双向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 (深人银发（2002）240号

属于政府指导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Z1

标准价格                        标准价格

定价依据：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票双向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 (深人银发（2002）240号)

标准价格

政府指导价是根据监管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制定的。

在标准CNAPS收费的基础上加收30%的服务费

备注: 请与相关分行确认能否提供此项服务

关于制定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2001]791号)

定价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 (计价费[1996]184号)

定价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 (计价费[1996]184号)

备注：银行会使用最佳途径处理您的付款指令。由于不同城市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有差异，因此会影响到我们
的价格，我们建议您与相关分行确认其准确价格。

定价依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 (计价费[1996]184号)

关于制定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2001]791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知（银发[2001]385号）
定价依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 (计价费[1996]184号)

关于制定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2001]791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知（银发[2001]385号）

通过人民银行深港（粤港）票交系统进行清算



版本 2013-09

人民币账户服务 人民币账户服务

费率 最低 最高 费率 最低 最高
R3.2.2.1 支票/汇票签发（通过S2B电子指令） 人民币8.-/笔 

R1 汇入汇款 另加快递费, 按规定的快递收费标准收取

R1.1 R3.2.2.2 止付/取消支票或汇票电子支付 人民币10.-/笔

每笔交易 免费

R3.2.3 挂失（仅用于兑现） 0.10% 人民币5.-/笔

R1.2 直接借记服务 (通过小额支付系统 / 合作银行)

R1.2.1 通过小额支付系统(BEPS) 人民币2.-/笔 R3.3 商业 / 银行承兑汇票保管服务

R1.2.2 通过合作银行 按协议规定收取费用 每笔汇票 人民币250.-

R3.4 商业 / 银行承兑汇票查询服务(仅对个别协议客户提供)

R1.3 人民币境外汇入汇款 每笔汇票 按协议规定收取费用

每笔交易 免费

R4 支票 / 贷记凭证 / 汇票
R2 汇出汇款

R4.1 银行本票 (代理行收费)

R2.1 同城/异地 签发 人民币2.50/笔

通过小额交易系统 人民币1.20/笔

R4.2 人民币汇款申请书 

每本 人民币15.-

R2.2 同行转账

R2.2.1 同城同行 免费 R4.3 其它凭证

费率由当地政府制定，请联系相关分行

R2.2.2 异地同行

 - 手续费: 交易额      <=人民币50,000.- 人民币1.2.-/笔 R5 提取现钞
                                   <= 人民币100,000.- 人民币10.5-/笔

                                   <= 人民币500,000.- 人民币15.5-/笔 R5.1 人民币 (从人民币基本户提取)

                                   <= 人民币1,000,000.- 人民币20.5-/笔 每笔交易 免费

                                     > 人民币1,000,000.- 0.002% 人民币200.5-/笔

R6 其它服务
R2.3 定期贷记 (例如，发放工资服务)

每笔交易 人民币2.- R6.1 银行资信证明函(包括账户关系，余额证明，账户运作情况等)

每笔 人民币150.-

  

R2.4 止付 / 修改 / 取消 指令 R6.2 银行询征函

每笔 人民币10.- 每笔交易 人民币150.- 

R2.5.1 人民币(居民及非居民）账户境外汇出汇款 R6.3 公司贷款卡年报

每笔交易 0.125% 人民币300.- 人民币850.- 每笔交易 人民币150.- 

R2.5.2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间划转
每笔交易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R6.4 提供对账单 / 回单 / 凭证 / 已清算支票的副本

R6.4.1 重新邮寄

R2.5.3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境内汇出汇款 R6.4.1.1 2个月以内的

每笔交易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R6.4.1.2 2个月以前的

R6.4.1.3 12个月以前的

R2.5.4
人民币账户汇入非居民人民币账户

每笔交易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R6.4.2 仅提供电子邮件/传真件

R6.4.2.1 12个月以内的

R6.4.2.2 12个月以前的

R3 汇票/支票的托收/支付 R6.4.3 其他

加急服务 - 当天递送

R3.1 汇票/支票的托收 R6.4.3.1         - 快递

R3.1.1 支票 （通过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人民币10.-/笔 R6.4.3.2         - 电子邮件/传真件

R3.1.2 人民币18.80/笔

R6.5

睡眠账户定义: 一年内没有账务变动的

R3.2 汇票/支票的支付 每年收费 人民币400.-/账户  

R3.2.1 银行汇票支付                                                                                                                                                                                                                                                                                                           

由我行的合作银行签发 执行我行的合作银行的收费标准

另加快递费, 按规定的快递收费标准收取 R6.6 最低余额不足的账户(适用于任何往来账户/储蓄账户)

R3.2.2 支票和汇票电子支付服务 每月平均最低账户余额要求: 人民币40,000

每月收费(一般客户) 人民币400.- 

R6.7
人民币跨境业务代理费

R6.7.1 单向跨境放款手续费

R6.7.2 双向跨境归集代理费
为客户办理人民币资金双向跨境归集所提供的额度申请等服务,按
监管机构批准额度的0.5%收取

为客户办理自境内向境外的人民币跨境放款服务,按放款合同金额
的0.5%收取

加收加急费人民币50.-/次

商业承兑汇票 / 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汇票托收服务(代理行收费)

加收加急费人民币30-/次

睡眠账户/久悬账户(针对一年内没有活动的任何往来账户/储蓄账户)

免费

每份人民币50元或者 一次性收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已含电传费人民币140.-)

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及票据交换的汇入汇款（包括合作银行）

备注: 人民银行可能会对小额支付系统的限额不时进行调整

备注：电汇费率中不包含海外代理行可能加收的费用。海外汇出汇款无法保证收款人全额收到划付款项。

每份人民币100元或者 一次性收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免费

每份人民币100元或者 一次性收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客户要求使用特快专递的，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超重部分按规定的标准加收
应客户要求，提供每份对账单 / 回单 / 凭证 / 已清算支票的副本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R类项

标准价格 标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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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类项 费率 最低 最高 费率 最低 最高

F1 汇入汇款 F4 提取现钞

F1.1 电汇汇入 每笔交易 0.40% 人民币40.-

F1.1.1 通过SWIFT 美元 5.-/笔

F5 其它服务

F1.1.2
汇款经本行划转至中国境内其它渣打分行的 美元10.-/笔

F5.1 签发外币支票薄

F1.1.3 汇款经本行划转至非渣打的其他银行 适用汇出汇款标准收费(参照以下汇出汇款) 每本（含工本费和手续费） 人民币25.- 

F2 汇出汇款
F5.2 银行资信证明函（包括账户关系，余额证明，账户运作情况等）

F2.1 通过 SWIFT 每笔 人民币150.-

每笔交易 0.125% 人民币200.- 人民币850.-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140.- F5.3 银行询征函

每笔 人民币150.-

F5.4 提供对账单 / 回单 / 凭证 / 已清算支票的副本

F2.2 预付海外代理行费用 F5.4.1 重新邮寄

F2.2.1 美金/新加坡元 美元28.-/笔 F5.4.1.1 2个月以内的

F2.2.2
港币/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丹麦克朗/

新西兰元
美元24.-/笔 F5.4.1.2 2个月以前的

F2.2.3 瑞典克朗 美元46.-/笔 F5.4.1.3 12个月以前的

F5.4.2 仅提供电子邮件/传真件

F2.3 F5.4.2.1 12个月以内的
每笔交易

0.125% 人民币200.- 人民币850.- F5.4.2.2 12个月以前的

F2.4 通过外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付款（仅限深圳） F5.4.3 其他

同城: 加急服务 - 当天递送

   交易额  <= 人民币10,000.- 人民币5.- F5.4.3.1         - 快递

                 <= 人民币50,000.- 人民币10.- F5.4.3.2         - 电子邮件/传真件

                 <= 人民币100,000.- 人民币15.-

                 <=人民币1,000,000.-                        人民币20.- F5.5 公司查册 (应客户要求，提供公司基本信息)

                   > 人民币1,000,000.- 0.002% 人民币100.- F5.5.1 境内客户 免费

F2.5 通过同行转账 F5.5.2 注册于香港的离岸客户 人民250.-

F2.5.1 同城同行 免费

F5.5.3 注册于其它国家的离岸客户 人民币1,500.-

F2.5.2 异地同行

F2.6 止付 / 修改 / 取消/查询 指令及退款 F5.6

每笔 人民币150.- 睡眠账户定义: 一年内无账户活动的账户

每年收取 人民币400.-/账户 

F2.7 人工付款指令处理

每笔交易 人民币35.-

F5.7 最低余额不足的账户(适用于结算账户/离岸账户)

F2.8 加急付款服务 每月平均最低账户余额要求: 等值人民币40,000的外币

每笔交易 人民币35.- 每月收费 人民币400.- 

F5.8 境内企业境外放款

每笔交易

F2.9 付款确认（传真）

每笔交易 人民币20.- F5.9 为境内企业安排境外融资

每笔交易

F3 汇票/支票的托收与支付

F6 电传/SWIFT 

F3.1 汇票/支票的托收

F3.1.1 每笔交易 0.125% 人民币200.- 人民币850.- 全球 人民币140-/笔

另加邮费(参照邮费收费)

F7 邮费（ 每 0.5 公斤 ）
F3.1.2 退票手续费 人民币150.-/笔 

F7.1 中国内地 人民币35.-/笔

F3.2 汇票/支票的支付

F3.2.1 每笔交易 0.125% 人民币200.- 人民币850.- F7.2 香港、澳门 人民币105.-/笔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140.-

F7.3 日本、韩国 人民币140 .-/笔

F3.2.2 挂失 人民币140.-/笔

F7.4 东南亚、澳洲 人民币175 .-/笔

F3.2.3 退票手续费 人民币30.-

F7.5 西欧、美国、加拿大 人民币210.-/笔

F3.2.4 支票挂失 人民币100.-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40元

F7.6 南亚、中美洲、南美洲 人民币245 .-/笔

F7.7 中东、非洲、东欧 人民币350.-/笔

境内企业境外放款代理费，为客户办理外币境内企业境外放款而提
供的额度申请等服务, 按监管机构批准的额度收取0.5%的手续费

通过同城清算  (需与相关分行确认是否提供此项服务) 免费

每份人民币100元或者 一次性收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为境内企业安排境外融资所收取的服务费，根据融资金额0.2%-
1%收取

加收加急费人民币50.-/次

加收加急费人民币30-/次

备注：电汇费率中不包含海外代理行可能加收的费用。海外汇出汇款无法保证收款人全额收到划付款项。

免费

每份人民币50元或者 一次性收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每份人民币100元或者 一次性收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

备注：预付海外代理行费用仅适用于由付款人全额承担海外费用的付款。 客户要求使用特快专递的，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超重部分按规定的标准加收
应客户要求，提供每份对账单 / 回单 / 凭证 / 已清算支票的副本

外币账户服务
标准价格

外币账户服务
标准价格

备注：银行会对那些需要紧急处理的付款指令加收额外费用，比如需要在银行营业时间外进行处理的。请与
相关分行确认是否提供此项服务

参照汇出汇款标准收费

睡眠账户 (适用于结算账户及离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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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服务 贸易服务

T类项 费率 最低 最高 费率 最低 最高

T1 进口业务 (包含国内及跨境贸易) T2.3 信用证加保

T2.3.1 即期付款信用证加保费 保兑金额的0% 保兑金额的8%

T1.1 跟单信用证

T1.1.1 美元40.-

* 按每三个月（不足三个月亦作三个月论）为一期

T1.1.2 修改费 增加金额的0.15% 美元40.- **根据开证行所在国或开证行所承担的风险的类型而定

T1.1.3 延长有效期
开证金额的0.15%(如
果延长有效期超过三 美元40.- T2.3.2 远期付款信用证加保费  保兑金额的0% 保兑金额的8%

每三个月为一期，按经审批的保兑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由
实际加保生效日计算至信用证到期日(于加保日收取)

T1.1.4 修改费－其它条款修改 美元35.-/笔 * 按每三个月（不足三个月亦作三个月论）为一期

**根据开证行所在国或开证行所承担的风险的类型而定

T1.1.5 背对背信用证开立 背对背信用证金额的
0.125% /月

美元100.- T2.3.3 取消加保费 美元25.-/笔

 -另加电报费  美元25.-/笔 

T2.3.4 承兑费（保兑信用证） 0.1%/每月

T1.1.6 信用证撤证 美元 50.- /笔

T2.4 信用证转让

T1.1.7 文件退回 美元 40.- /视约定而定 T2.4.1 美元40.- /笔

T1.1.8 承兑费或延期付款协议费-国内人民币信用证
进口单据金额的 

0.10%（不足一个月
亦做一个月论）

美元40.-

T1.2 信用证项下进口单据

T1.2.1
手续费

进口单据金额的 

0.125%
美元30.-

T2.4.2 转让部分信用证或于转让时需换单者

所转让金额的 

0.15% 美元40.-

T1.2.2 单据不符点费 美元75.-/笔 T2.4.3 修改费 - 增加金额或延长有效期
增加金額的: 

收取所增加金額的0. 美元40.-

T1.2.3 无兑换手续费 进口单据金额的 

0.125%

美元10.- T2.4.4 修改费 - 其他 美元40.-/笔

T1.2.4 对每一项进口单据的偿付费 美元65.-/笔 T2.5 信用证项下出口单据

T2.5.1 手续费

T1.2.5 承兑费或延期付款协议费 进口单据金额的 

0.10%（不足一个月
美元40.- T2.5.1.1 -对受益人

议付单据金额的         

0.125% 美元30.-

T2.5.1.2 -对申请人
议付单据金额的       

0.25% 美元50.-

T1.2.6 逾期单据处理费

T2.5.2 无兑换手续费
议付单据金额的         

0.125% 美元10.-

T1.3 船担保 T2.5.3

T1.3.1 签发提货担保 美元40.- /笔

T1.3.2 提货担保修改费 美元15.- 每笔

T2.5.4 融资承诺费（保兑信用证）  保兑金额的0.1% 每笔

T2.5.5 预审手续费 - 对受益人

T1.3.3 逾期未赎回提货担保（每三月） 0.125%/季 美元40.-

T2.6 出口跟单托收

T2.6.1 手续费

T1.4 进口单据托收 T2.6.1.1 -对受益人
托收金额的        

0.125% 美元30.-

T1.4.1 手续费 进口单据金额的 

0.125%
美元30.- T2.6.1.2 -对申请人

托收金额的           

0.25% 美元50.-

T1.4.2 无兑换手续费 进口单据金额的 

0.125%
美元10.- T2.6.2 无兑换手续费

托收金额的       

0.125% 美元10.-

T1.4.3  逾期单据处理费 每月每笔美元35.-  （不足一个月亦做一个月论） T2.6.3  美元35.- /月

T1.4.4 保付

保付进口单据金额
的 

0.125%,按月收取
保付进口单据金额
的8%, 按月收取

T3 银行保证/履约保证/担保书/备用信用证

*保付收费将根据所承担的客户风险在区间内收取

T1.5 进口单据融资

  T3.1 签发银行保函/履约保函/担保书

手续费  最高不超过0.30%(按与客户协议之费率) T3.1.1 美元60.-

T1.6 预付卖方服务

服务费 向卖方收取融资金额0.3% T3.1.2 手续费 美元30.- /笔

T1.7 发票融资

手续费 发票面值的0.3% T3.2 签发备用信用证 

T3.2.1 美元60.-

T2
出口业务 (包含国内及跨境贸易)

T2.1 信用证/修改通知 T3.2.2 手续费 美元30.- /笔

T2.1.1 信用证预通知费 美元15.-/笔

T3.3 修改费

T2.1.2 信用证通知费 增加金额、延长效期 同签发银行保函/履约保函/担保书/备用信用证

T2.1.2.1         - 本地客户 不包含金额和逾期日 美元35.- /笔 

T3.4  非标准条款保函

美元50.- /笔，额外收取

T2.1.2.2         - 异地客户

T3.5  集团内保函

美元100.-/笔

T2.1.3 信用证修改通知费   - 其他 美元20.-/笔 

T2.1.4 取消-信用证通知 美元25.- /笔

T2.2
人民币信用证偿付

每笔 人民币550.- /每次索偿

以保证期或有效期计算,按每一个月(不足一个月亦作一个月)

为一期

以保证期或有效期计算,按每一个月(不足一个月亦作一个月)

为一期
0.125%-0.3% /月 视所承担风险的类型而定

开证金额的0.15% 

（每三个月为一个有
效期不足三个月亦作
三个月论）

                       标准价格                        标准价格

每三个月为一期，按经审批的保兑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由
实际加保生效日计算至信用证到期日加10天(于加保日收取)

 
开证费

 (不足一个月的亦以一个月论)

由承兑日计算至到期日(于承兑日收取)

按每三个月（或不足三个月）为一期
收取

(单据到期日或提交日后一个月仍未
归偿时收取)

(单据到期日或提交日后一个月仍未
归偿时)

0.125%-0.3% /月 视所承担风险的类型而定

美元30.- /笔 (指受益人的地址与通知行在同一城市）

美元40.- /笔 (指受益人的地址与通知行不在同一城市 )

（指基于渣打海外分行自保函开立）
     (a) 开立
     (b) 修改 

     (c) 索偿/赔付

逾期单据处理费      

   -    即期票据提交后四个月后仍未归偿      

   -    承兑票据到期日后三个月起仍未归偿 

美元35.-/月，每笔

按每三个月（或不足三个月）为一期
收取

美元25.- 每笔 

(适用于使用预审的服务连续超过三个月以上之特选客人)

（按发票金额收取，最低收费为美元40.-）

逾期单据处理费     

   -    即期票据提交后四个月后仍未归偿         

   -    承兑票据到期日后三个月起仍未归偿 

转让整份信用证（毋需修改其中任
何条款）

美元35.-/月，每笔



版本 2013-09

贸易服务 贸易服务

费率 最低 最高 费率 最低 最高

T4 赊账贸易 借记／贷记凭证副本

2个月以内的 美元3.-/笔

T4.1 汇票

T.4.1. 银行承兑汇票风险敞口费 2个月以前的 美元6.-/笔

T8.2         - 当日（T+0）递送 另加邮费美元25.-

T8.2.1         - 隔日 （T+1） 递送 另加邮费美元12.-

T.4.1. 商业汇票贴现手续费

T8.2.2

T8.2.2.1 信用证/托收/担保项下跨境人民币支付

T4.2 保理 T8.2.2.2 每笔 0.125% 人民币300.- 人民币850.-

T4.2.1 买家信用限额查询费 美元120.- /每买家 含电传费(人民币140-/笔)

T4.2.2 手续费（无买家信用担保） 发票面值的0.3% T8.3

T4.2.3 手续费（有买家信用担保） 发票面值的 0.5% 发票面值的 5%

*根据买家所在国的风险和保险费率而定

T4.3 发票融资 贸易服务
手续费 发票面值的0.3%

费率 最低 最高
T5 Telex /Swift 服务费用（使用到Telex/Swift服务时收取）

T9 银行付款责任(BPO)

T5.1
进口 (包含国内及跨境贸易)

T5.1.1 签发跟单信用证 美元50.- T 9.1 底线创建(有或没有银行付款责任) - 买方

T 9.1.1 银行付款责任签发
银行付款责任签发金
额的0.158%

美元40.-

T 9.1.2 银行付款责任延长有效期
银行付款责任签发金
额的0.158%

美元40.-

T5.1.2 修改跟单信用证 美元25.-/笔

T 9.1.3 银行付款责任金额增加
银行付款责任签发金
额的0.158%

美元40.-

T5.1.3 取消-信用证 美元25.- /笔   

T5.1.4 银行付款责任信息核对费用-买方 美元10.- 每笔信息 T 9.1.4 未到期银行付款责任撤销 美元50.-

T5.2
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 T 9.1.5 买方银行服务

美元30.- 

每一建立底线
T5.2.1 签发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 美元50.-

T 9.1.6
未清偿订单 美元10.-

每月月底收取

T 9.2 底线创建(有或没有银行付款责任) - 卖方

T5.2.2 修改 - 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 美元25.-/笔 T 9.2.1 债务银行风险额度费 保兑金额的0% 保兑金额的8%

T5.3
出口 (包含国内及跨境贸易) T 9.2.2 卖方银行服务

美元50.-

每一建立底线
T5.3.1 取消信用证通知 美元25.-/笔   

T 9.2.3
未清偿订单

美元10.-

每月月底收取
T5.3.2 取消加保 美元25.-/笔   

T5.3.3 电汇 (MT103/202) 美元20.-/笔 T 9.3 银行付款责任数据集处理 - 买方

T 9.3.1 银行付款责任远期手续费
银行付款责任签发金
额的0.1%

T5.3.4 代理行收费 美元30.-/笔

 T 9.4 银行付款责任数据集处理 - 卖方

T5.3.5 银行付款责任信息核对费用-卖方 美元10.- 每笔信息 T 9.4.1 数据集手续费 美元50.-每数据集

T6 其他Telex/Swift服务费用  T 9.4.2 无兑换手续费 
银行付款责任签发金
额的0.125%

美元10.-

跨境（含港、澳、台)及 境内 美元20.-/笔

T7 邮费（每0.5公斤）
T7.1 中国内地 人民币35.-/笔

T7.2 香港、澳门 人民币105.-/笔

T7.3

日本、韩国 人民币140 .-/笔

T7.4 东南亚、澳洲 人民币175 .-/笔

T7.5 西欧、美国、加拿大 人民币210.-/笔

T7.6 南亚、中美洲、南美洲 人民币245 .-/笔

T7.7 中东、非洲、东欧 人民币350.-/笔

T8 其他

T8.1 补签发借记/贷记凭证

美元12.-/笔

备注

*1.最低为每张银行承兑汇票风险敞口的 
1% , 最高不超过 4%

                       标准价格                        标准价格

*银行可视情况将依照本收费标准确定的任何收费以优惠于交易日或费用收取日挂牌中间汇率之银行内部折算率折算成任何可
得货币金额收取

每次最低收费为美元50，附加费将以其用语之篇幅而定。

每次最低收费为美元50，附加费将以其用语之篇幅而定。

所有跟单信用证均按UCP600及随后修改内容操作。

所有的托收都按照ICC出版的1995年版本的托收统一规则(URC522)及随后的修改内容操作。
所有的偿付都按照ICC出版的跟单信用证项下银行间偿付统一规则(URR725)及随后的修改内容操作。
除非另有指示, 对拒绝接受或承兑的票据不要求拒付证书。

                       标准价格

汇票金额的0.2%

*2.收费按照净风险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金额–现金质押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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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服务 渠道服务

C类项

C1 第三方银行账户服务 C3 Straight2Bank 网上银行相关服务

Vasco译码器 (每个) 人民币120.-

C1.1 实施费(一次性)

C1.1.1 协议银行 人民币15,000.- C4 Straight2Bank | Web  网上银行
(账户数量不限)

C1.1.2 非协议银行额外收费 人民币30,000.-

C4.1 实施费(一次性) 免费

C1.2
交易服务手续费

C1.2.1 第三方银行托收服务手续费 人民币10.- 每笔 C4.2 维护管理费(每月) 人民币300.- 

C1.2.2 第三方银行付款服务手续费 人民币10.- 每笔 C4.3 电子商业汇票USB Key(每个) 人民币100.-

C1.3 维护管理费 C4.4 电子商业汇票数字签名认证(每年每个USB Key) 人民币200.-

每月每账户 人民币2,000.- 

C5 Straight2Bank | Link 交易直通车

C2

SWIFT报文服务
C5.1 实施费(一次性)

人民币2,000.- 首个安装地点

C2.1 SWIFT报告服务

C2.1.1 SWIFT MT940 / MT 950 报告 C5.2 维护管理费(每月) 人民币750.- 

C2.1.2 SWIFT MT942报告 C5.3 上门系统修复 (每次) 人民币300.-

C2.2 MT101服务

C2.2.1 实施费(一次性) 人民币1,000.-

C6 Straight2Bank | Access 主机直连
C2.2.2 维护管理费(每月) 人民币600.-

C2.2.3 接收 MT101(渣打银行作为执行行) 参照外币账户服务汇出汇款标准收费 C6.1 实施费（一次性）- 此项费用包括提供标准文件格式、 人民币50,000.- 

项目管理费以及实施用户验收测试(UAT)费。

C2.2.4 发送(渣打银行作为转发行) 人民币140.-/笔 

C6.2 维护管理费（每月） 人民币4,500.-

C2.2.5 修改 / 取消 MT101 人民币140.-/笔 

C6.3 上门系统修复（每次）

C7 其他增值服务 (仅适用于Straight2Bank的客户）

C7.1 付款受益人通知服务

C7.1.1 通过传真 人民币6.- 每笔, 最少 人民币400.-

C7.1.2 通过E-mail 人民币1.- 每笔, 最少 人民币150.-

C7.2 Info Manager - 电邮报告服务

服务费(每月) 人民币100.- 

C7.3 OMS-传真报告服务

日对账单(每月) 人民币200.-

C7.4 OMS - 电邮报告服务

C7.4.1

C7.4.2 日对账单(每月) 人民币100.- 

应客户要求，提供客户在其他银行的账务查询及操作服务

人民币300.-

通过架设专用网络或通过因特网并使用特定的加密方式，将客户的业务系统直接与我行主机无缝连接，以发送交易指令及接收
反馈报告。

标准价格

备注: 电子商业汇票数字签名认证为第三方有偿服务。此服务费将从贵公司账户扣除。扣款时间以扣款通知书为准。

备注：以上第三方银行账户服务费不包括第三方银行的收费，申请第三方银行服务的客户需自己承担这一费
用。

人民币500.-  每额外地点

人民币800.-每月每账户

人民币2,500.-每月每账户

备注: 应客户要求进行异地项目实施所产生的差旅费，将由客户承担。

通过因特网和因特网浏览器来满足客户使用银行服务的需要。

标准价格

通过安装特定的软件，经由拨号网络或因特网来传递数据。客户在离线的状态下准备交易
指令并在连线后一次性地将指令发送至我行进行处理。

所有跟单信用证均按UCP600及随后修改内容操作。

所有的托收都按照ICC出版的1995年版本的托收统一规则(URC522)及随后的修改内容操作。
所有的偿付都按照ICC出版的跟单信用证项下银行间偿付统一规则(URR725)及随后的修改内容操作。
除非另有指示, 对拒绝接受或承兑的票据不要求拒付证书。

备注: 

应客户要求进行异地项目实施所产生的差旅费，将由客户承担。一次性收取的安装费用并不包括证书费和系统开发费。证书费
取决于供应商的报价，系统开发费视乎客户对项目的需求并将在项目实施前与客户达成协议。

贷记通知(仅限于通过SWIFT的汇入汇款)(每月) 人民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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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管理服务 主/子账户服务

L1 L2

L1.1 双方委托贷款 L2.1 主/子账户服务

L1.1.1 手续费

每笔交易 委托贷款金额的0.35% L2.1.1 账户设置费（一次性）

最低人民币15,000.-

L2.1.2 维护管理费 

L1.2 流动资金管理 (现金归集和虚拟集中服务)

其他增值收款服务
L1.2.1 实施费

参与者账户的设置费（一次性） 人民币20,000.- L3

L1.2.2 维护管理费 L3.1

每月 人民币3,000.-

L3.1.1 账户设置费（一次性）

L1.2.3 手续费

L1.2.3.1每协议每年 委托贷款金额的0.3% L3.1.2 维护管理费 

L1.2.3.2或每月每账户 人民币1,000.-

L3.1.3 每笔交易（需特殊处理） 人民币10.-

L3.2 收款服务管理系统（打包托收）

L3.2.1 实施费（一次性） 人民币1,000.-

L3.2.2 维护管理费 人民币1,000.-每月每客户

L3.2.3 自动对账 人民币1,000.-每月每客户

L3.2.4 人工对账（除自动对账外额外收取）

L3.2.4.1   -每张支票 人民币10.-

L3.2.4.2   -每张发票（无应收账款文档） 人民币10.-

L3.2.4.3   -每张发票（有应收账款文档） 人民币10.-

L3.3 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定期借记服务
L3.3.1 实施费（一次性） 人民币10,000.-

L3.3.2 交易费用 人民币5.-/笔

人民币1000.- 每月每协议

人民币1,000.- 每结构

人民币300.- 每月每结构

标准价格

虚拟账户收款服务

人民币1,000.- 每协议

标准价格

通过子账户与客户账户间建立了映射关系，提供应收款、应付款分类管理。

标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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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资金清算业务
B类项

B1
汇入汇款 我行清算客户 非我行清算客户

B1.1 电汇汇入 免费 免费

B1.2 经渣打银行香港分行存入现金 港币130.-/笔 港币180.-/笔

B1.3 经渣打银行香港分行存入支票 港币130.-/笔 港币180.-/笔

B1.4 本地转账 免费 免费

B2
汇出汇款 我行清算客户 非我行清算客户

B2.1 电汇汇出 0.10% 0.10%

最低：港币100.- 最低：港币100.-

最高：港币200.- 最高：港币400.-

B2.2 市内邮件转账 免费 免费

B2.3 通过外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付款（仅限深圳）

同城:

   交易额  <= 人民币10,000.- 人民币5.-

                 <= 人民币50,000.- 人民币10.-

                 <= 人民币100,000.- 人民币15.-

                 <=人民币1,000,000.-                        人民币20.- 

                   > 人民币1,000,000.- 0.002% 人民币100.-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40.-

B2.4 行内转账 免费 免费

B3 支票托收 我行清算客户 非我行清算客户

支票退回 人民币30.- 人民币30.-

标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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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账户保管服务

E1 服务费

标准价格

专用账户保管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金
额与客户商定。

专用账户保管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客户
的具体要求, 

客户业务的规模及各种文件的复杂程度
来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