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率 最低 最高
Standard 

Tariff

描述

R1.1 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及票据交换的人民币境内汇入汇款（包括合作银行）
手续费 免费

重述

R3.1 汇票/支票的托收
R3.1.3 商业承兑汇票 / 银行承兑汇票 人民币20/笔(含邮费) 提价

F1 汇入汇款

F1.1 通过SWIFT / 境内外币清算系统的电汇汇入 重述

F1.1.1 汇款至本分行 美元 5 或等值/笔

F1.1.2 汇款经本分行划转至中国境内其它渣打分行 加收美元10 或等值/笔

F1.1.3 汇款经本行划转至非渣打中国的其他银行 加收汇出汇款标准收费(参照以下汇出汇款
)

增加描述

F2.1 通过跨境清算
手续费(电子指令) 汇款金额的0.1% 人民币200 或等值 人民币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140 或等值

手续费(纸质或传真指令) 汇款金额的0.2%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140 或等值 人民币200 或等值 人民币850 或等值

重述

R2.5合并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境内划转（人民币非居民账户境内汇出汇款/人民币账户汇入人民币非居民账户）
手续费 参照2.4 人民币跨境汇款费率:

合并R2.5-2.7并修改价格

电子指令：汇款金额的0.1% 人民币200 或等值 人民币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140 或等值

纸质或传真指令：汇款金额的0.2%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140 或等值 人民币200 或等值 人民币850 或等值

R2.5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境内划转
手续费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R2.6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境内汇出汇款
手续费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R2.7 人民币账户汇入非居民人民币账户
手续费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FI2.1 汇出汇款（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借记服务）
FI2.1.3 银行间汇出汇款 - 经由MT202( 汇出汇款手续费) 人民币30/笔 重述

FI2.1.4 银行间汇出汇款 - 经由MT202 

BENETRADE（贸易划出）汇出汇款手续费
人民币60/笔 （从本金中扣除） 删除

FI2.2 汇入汇款（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贷记业务）
FI2.2.3 银行间汇入汇款 - 经由MT202 (汇入汇款手续费) 人民币30/笔 重述

FI2.2.4 银行间汇入汇款 -  经由MT202(贸易划出) RECTRADE 人民币40/笔 （从本金中扣除） 删除

T4 国内人民币信用证
T4.8 延期付款协议费 进口单据金额的0.1% 

（不足一个月的亦以一个月论）
人民币250

删除

T4.8 国内信用证转让 新增

T4.8.1 转让整份信用证（毋需修改其中任
何条款）
 人民币300 或等值/笔 新增

T4.8.2 转让部分信用证或于转让时需换单者 所转让金额的 0.15% 人民币300或等值
新增

T4.8.3 修改费 - 增加金额或延长有效期 增加金额的: 收取所增加金额的0.15%; 

延长有效期的: 收取全部金额的0.15%

人民币300或等值

新增

T4.8.4 修改费 - 其他 人民币300 或等值/笔
新增

T4.9 国内信用证加保 新增

T4.9.1 即期付款信用证加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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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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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兑金额的8%每期

新增

T4.9.2 远期付款信用证加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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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包含远期期
限, 于加保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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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兑金额的8%每期

新增

T4.9.3 取消加保费 人民币150或等值/笔 新增

A1 证券交收服务 

A1.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适用投资于境内A股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等的清算

交收）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70/笔或等值

增加描述

A1.4 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
（适用于投资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清算交收）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人民币200/笔或等值
新增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金融机构业务服务收费标准更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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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指定由收款人承担我行手续费和电报费时，收款方将不享受客户的特殊费率，
我行将从汇款金额中扣除我行标准费率的金额后汇出。

备注：

1,当付款人选择全额到帐时，我行将向付款行收取25美元或等值/笔的手续费，并不再向我行客户收取F1.1.1项费用

2,从国内代理行收到外币汇款，可能有相关国内代理行清算费用，我行将根据实际发生金额向客户收取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我行")于近期对企业及金融机构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清理和调整，并将于2017年2月1号公布新的公司银行业务服务收费表。按照商业银行服务价
格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现对于服务收费调整进行90天提前公示。如有疑问，请咨询我行的客户服务热线800-999-0213.



A2 证券托管服务

A2.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适用投资于境内A股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的保管等

服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年费率0.3% 

（根据每月投资资产净值计算） 增加描述及修改价格

A2.2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适用投资于境外市场的股票，债券，
基金的保管等服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和所涉
及的市场与客户通过协商而定。 重述

A2.3 B股市场投资
(适用投资于B股市场的股票，债券，
基金的保管等服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1000 或等值 年费率0.4%（根据每月B股市场
资产净值计算） 重述及修改价格

A2.4 境内保险资金托管服务
(适用投资于境内市场的股票，债券，
基金的保管等服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
通过协商而定。

年费率0.2%（根据每月
保险资金托管净值计算） 重述

A2.5 境内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服务
(适用投资于境内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的保管等服

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新增

A2.6 银行间债券市场资产资产托管服务
(适用投资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保管等服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年费率0.2%（根据每月投资资

产净值计算） 新增

A4 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服务
A4.1 代理交易服务费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结算债券面值总额的0.01%/笔
新增

A5 交易指令修改及撤销费用
A5.1 交易指令修改及撤销费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10/笔或等值

新增

A6 投票代理费
A6.1 投票代理费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50/账户或等值
美元1500/出席会议或等值

新增

A7 红股及配股手续费
A7.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50/笔或等值
新增

A7.2 B股市场投资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100/笔或等值 新增

A8 新股认购手续费
A8.1 新股认购手续费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200/笔或等值 新增

A9 投资资格申请服务费
A9.1 投资资格申请服务费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5000/笔或等值 新增

A10 月度管理费
A10.1 投资子账户管理费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

定。
美元2000/子账户或等值

新增

A11 其他服务 修改标题

A11.1 服务费
（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的其他服务）

具体收费根据服务内容和客户要求并与客
户通过协商而定。 重述

C5 Straight2Bank | Access 主机直连

增加描述

C6.1 付款受益人通知服务(通过电邮) 人民币1/笔 人民币150/月 重述

C6.1.1 通过传真 人民币6/笔 人民币400/月 删除

C6.1.2 通过电子邮件 人民币1/笔 人民币150/月 删除

C6.5 手机钱包托收服务
手续费 托收金额的 1.0% 新增

N3 结构性融资
咨询顾问费（ 非并购财务顾问类）    

为资金需求方或者提供方在融资需求方面提供咨询顾问
服务。在客户双边结构性融资需求中，无论该双边融资
是否由渣打银行任何分支机构提供，我行为客户在融资
需求方面提供咨询顾问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针对
客户盈利水平、资产负债结构等多方面财务状况进行分
析，并调研近期市场同类交易结构，为客户提供融资方
案规划，并就法务、融资需求及融资结构等方面向客户
提供解释及建议，同时向客户提供监管法规梳理与沟通
。

备注: 

实施费（一次性）和维护管理费仅适用于在中国新建网银组标识的客户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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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标题描述

N3.1 最高不超过融资金额 

（包括并不限于贷款合同金额以及其他 

融资合同金额）的10%

国际惯例，市场调节价格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融
资解决方案

企业客户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