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市场调节价-信用卡业务

业务编码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收费标准 优惠政策 备注

S0201001 年费

为客户提供信
用卡账户综合
管理及维护的

服务。

普卡级客户
1.特殊产品主卡年费50元，附属卡年费20元
。 
2.其他普卡产品免年费。    

特殊产品首年免年费，消费满6次免次年年费；有特别约定的
按其约定。

1.特殊产品包括交通联名卡、
爱心慈善卡、青春卡、轻松小
熊主题卡及收费标准和优惠政
策与前述卡片一致的产品。
2.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
网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
体介绍。

金卡级客户

1.自邮一族联名卡主卡100元/年，附属卡50
元/年。
2.中原美食卡联名卡200元/年，附属卡60元/
年。
3.金叶卡C级280元/年。
4.金叶卡B级500元/年。
5.金叶卡A级800元/年。
6.自动分期卡（鸿运版）298元/年。
7.自动分期卡（成长版）198元/年。
8.其他金卡产品年费主卡125元/年，附属卡
60元/年。

1.自邮一族联名卡首年免年费，消费满6次免收次年年费。
2.中原美食卡联名卡首年免年费，消费满10次免收次年年费。
3.金叶卡C级首年收取，同时满足单笔交易分期或账单分期金
额为5000元及以上且分期交易次数为4次及以上减免次年年费
。
4.金叶卡B级首年收取，同时满足单笔交易分期或账单分期金
额为5000元及以上且交易次数为7次及以上减免次年年费。
5.金叶卡A级首年收取，同时满足单笔交易分期或账单分期金
额为10000元及以上且交易次数为5次及以上减免次年年费。
6.全币种卡首年免年费，消费满12次免收次年年费。
7.自动分期卡（鸿运版）首年免年费，刷卡满15000元免次年
年费。
8.自动分期卡（成长版）首年免年费，刷卡满10000元免次年
年费。
9.其他金卡产品首年免年费，消费满6次免收次年年费；有特
别约定的按其约定。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体
介绍。

白金级客户

鼎致白金卡主卡2600元/年，附属卡1300元/
年

1.可用一定积分兑换年费。
2.2015年12月10日至2025年12月31日前2张附属卡免收年费。
3.有特别约定的按其约定。

1.含相应等级的白金卡。
2.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
网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
体介绍。

鼎雅白金卡主卡500元/年，附属卡200元/年
1.首年免年费，消费满7万或20笔减免主附卡次年年费。
2.有特别约定的按其约定。

1.含相应等级的白金卡。
2.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
网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
体介绍。

S0201002 挂失
为客户提供卡
片挂失服务。

普卡级客户 20元/卡/次，公务卡免费。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体
介绍。

金卡级客户 40元/卡/次。

白金级客户 40元/卡/次。 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免费。

S2-1



三、市场调节价-信用卡业务

业务编码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收费标准 优惠政策 备注

S0201003 工本费
信用卡新发卡
、补发卡、换
发卡服务。

所有信用卡
客户

1.标准信用卡新发卡免费，补发卡、换发卡
10元/张，公务卡免费。
2.非标准信用卡新发卡、补发卡、换发卡不
超过3000元/张，以具体产品公示为准。

2025年12月31日前，标准白金卡补发卡、换发卡免费。

1.标准信用卡（含磁条卡、芯
片卡或磁条芯片复合卡）指具
备基本金融服务功能的信用
卡，一般未作特殊说明均为标
准信用卡。
2.非标准信用卡指除具备基本
金融服务功能之外，还具备个
性化服务、增值服务、特殊工
艺（含异形卡）的信用卡。
3.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
网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
体介绍。

S0201004 卡片快递

根据客户要
求，为客户提
供以快递方式
收取卡片的服

务。

所有信用卡
客户

20元/次。
1.EMS联名卡、腾讯微加联名信用卡等指定产品免费。
2.白金卡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免费。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各项产品的
具体介绍。

S0201005 分期付款

为客户提供分
期付款业务、
分期提前还款

等。

所有信用卡
客户

1.按照分期付款总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分期
利息，收取方式包括分期收取和一次性收
取，每期分期利率0% - 1.5%（每月为1期）
。 
2.账单分期、交易分期如撤销收取20元/笔撤
销手续费。
3.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剩余未
摊本金的3%，对已全额收取分期利息的业
务，不收取分期付款提前还款违约金。

具体优惠以办理时银行评定为准，客户可通过我行官网等查询
。

1.分期业务折算年化利率最高
为18.25%（以上比率是根据持
卡人现金流按单利计算的年化
内含报酬率。因选择办理的分
期产品与账单日间隔、每月实
际天数、提前还款、合作商户
等不同情况而有差异）。 
2.分期相关利息或手续费可向
个人客户或商户收取。
3.提前还款违约金具体收取标
准遵循当地网点公告及实际签
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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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01006 取现

为客户提供信
用卡透支取现
和溢缴款取现
的服务。

普卡级客户

1.境内透支取现：交易金额的1%，最低2元，
跨行加收2元。
2.境外透支取现：交易金额的1%，最低15元
。
3.境内溢缴款取现：交易金额的0.5%，最低2
元，跨行加收2元；公务卡本行本地溢缴款取
现免费，跨省收取交易金额的0.5%，最低
2元，跨行加收2元。
4.境外溢缴款取现：交易金额的1%收取，最
低15元。

1.自2018年8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同城本行溢缴款取现免费
。
2.青春卡、轻松小熊卡、EMS联名卡等指定产品每账单月首笔
取现（限同城本行，含溢缴款与转账）手续费免费。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各项产品的
具体介绍。

金卡级客户

1.境内透支取现：交易金额的1%收取， 最低
10元，跨行加收2元。
2.境外透支取现：交易金额1%收取， 最低20
元。
3.境内溢缴款取现：交易金额的0.5%收取，
最低10元，跨行加收2元；金叶卡、自动分期
卡（鸿运版）、自动分期卡（成长版）本行
免收，跨行收取交易金额的0.5%，最低
10元，并加收2元跨行手续费。
4.境外溢缴款取现：交易金额的0.5%，最低
20元。

1.2016年4月1日-2025年12月31日，自动分期卡（成长版）境
内透支取现每月优惠前3笔，自动分期卡（成长版）境内跨行
溢缴款取现免费，加收跨行费2元。
2.EMS联名卡、腾讯微加联名信用卡等指定产品每账单月首笔
取现（限同城本行，含溢缴款与转账）手续费免费。
3.自2018年8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同城本行溢缴款取现免费
。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各项产品的
具体介绍。

白金级客户

1.境内透支取现：交易金额的1%收取， 最低
10元，跨行加收2元。
2.境外透支取现：交易金额1%收取， 最低20
元。
3.境内溢缴款取现：交易金额的0.5%收取，
最低10元，跨行加收2元。
4.境外溢缴款取现：交易金额的0.5%，最低
20元。

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境内本行溢缴款取现免费
。

S0201007 短信通知

为客户提供1
元以上的信用
卡账户余额变
动、交易、账
户还款等实时
短信提醒服务

。

普卡级客户 3元/月/户。
1.公务卡、青春卡、轻松小熊卡等指定产品免费。
2.其他普卡级产品免费提供单笔500元以上交易的短信提醒。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各项产品的
具体介绍。

金卡级客户 3元/月/户。 自2021年10月6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免费。

白金级客户 3元/月/户。 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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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01008 违约金

因客户截至到
期还款日未能
足额偿还最低
还款额而收取
的违约金。

所有信用卡
客户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

S0201009 补制账单

为客户提供每
月例行纸质账
单以外的补制
账单服务。

所有信用卡
客户

自索取之日起最近3个月内（含）账单免费，
最近4个月（含）至12个月（含）内账单首次
补制免费，补制次数达2次及以上的，5元/次
。

白金卡产品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免费。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体
介绍。

S0201010
境内外调阅
签购单

为客户提供信
用卡境内外消
费签购单调阅
查看服务。

所有信用卡
客户

副本10元/份，正本50元/份。 白金卡产品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免费。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体
介绍。

S0201011
境外ATM跨
行查询

为客户提供通
过ATM跨行查
询信用卡相关
信息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
客户

4元/次。
有特别约定的信用卡详见官网
信用卡全家福中对产品的具体
介绍。

S0201012 增值服务费

本行或者本行
合作方为客户
提供的邮储银
行信用卡增值
服务，包括但
不限于卡号定
制、权益定制

等。

所有信用卡
客户

按协议定价。 具体优惠以官网等渠道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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