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免费项目

1.人民币结算类业务

1.1个人结算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1 行内异地存款 为客户提供在我行网点柜面或ATM办理的行内异地存款服务。 个人客户

2 行内异地取现 为客户提供在我行网点柜面或ATM办理的行内异地取现服务。 个人客户

3 行内同城存款 为客户提供行内同城存款服务。 个人客户

4 行内同城取款 为客户提供行内同城取款服务。 个人客户

5 行内个人账户间同城入账汇款 为客户提供行内个人账户间同城入账汇款服务。 个人客户

6 行内现金到账户同城汇款 为客户提供现金到我行个人存款账户的同城入账汇款服务。 个人客户

7 行内个人账户向单位账户同城入账汇款 为客户提供行内个人账户向单位账户的同城入账汇款服务。 个人客户

8 行内异地转账汇款 为客户提供在网点柜面或其他自助渠道办理行内异地个人账户间以及个人向单位账户的入账汇款服务。 个人客户

1.2个人账户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9 开户 为客户提供开立我行个人存款账户服务。 个人客户

10 销户 为客户提供结清资金并撤销我行个人账户服务。 个人客户

11 存折工本费 为我行客户提供个人存款账户存折凭证。 个人客户

12 凭证临时挂失 为丢失存款凭证的客户，提供通过我行网点柜面或电话银行等渠道办理凭证临时挂失服务。 个人客户

13 凭证挂失的本地解挂失 为存款凭证挂失后又找回的客户，提供在账户开户机构所在地市办理解除凭证挂失状态的服务。 个人客户

14 凭证挂失的异地解挂失 为存款凭证挂失后又找回的客户，提供在与账户开户机构不同的地市办理的解除凭证挂失状态的业务。 个人客户

15 密码挂失 为遗忘本人存款账户密码的客户，提供密码挂失服务。 个人客户

16 密码挂失的再挂失 为遗失密码挂失申请书的客户，提供对挂失申请书的再挂失服务。 个人客户

17 原挂失为凭证挂失的挂失事项更改 为办理凭证挂失后又遗忘密码的客户，提供将原凭证挂失改为凭证、密码双挂失的服务。 个人客户

18 密码修改 为客户提供在网点柜面或其他自助渠道修改本人存款账户密码的服务。 个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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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19 密码重置 为办理密码挂失的客户，提供重新设置账户密码的服务。 个人客户

20 密码解锁定 为输入错误账户密码次数超限的客户，提供在网点柜面凭正确密码进行密码解锁定的服务。 个人客户

21 账户信息查询 为客户提供查询在我行开立的个人存款账户资金、交易明细等信息的服务。 个人客户

22
行内本省自助设备活期末十笔交易明细
查询

为我行借记卡持卡客户，提供在开户机构所在省行内自助设备上查询最近十笔活期交易明细的服务。 个人客户

23 自助设备余额查询 为我行借记卡持卡客户，提供在境内自助设备上查询账户余额的服务。 个人客户

24 跨行汇款查询查复 为办理跨行汇款的客户提供查询汇款交易情况的服务。 个人客户

25 一年以内账户对账单打印 为客户提供打印起始日距业务办理当日一年内（含）账户交易明细的服务。 个人客户

26 电子现金余额查询 为客户提供在我行网点柜面、ATM等渠道查询电子现金余额的服务。 个人客户

27 电子现金明细查询 为客户提供在我行网点柜面、ATM等渠道查询电子现金最近10笔交易明细的服务。 个人客户

28 电子现金账户充值 为客户提供通过现金或转入方式，在我行网点柜面、ATM等渠道向电子现金账户充值的服务。 个人客户

29 撤销个人存款证明 为客户提供撤销个人存款证明并解除相应存款止付状态的服务。 个人客户

30 个人存折、对账簿补登 为客户提供在网点柜面或自助设备补登存折、对账簿明细的服务。 个人客户

31 个人账户变更客户信息 为客户提供因证件信息变更等原因，变更账户相应个人信息的服务。 个人客户

1.3对公结算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32 行内同城柜台转账汇款 通过柜台为对公客户提供行内同城转账汇款服务。 对公客户

33 行内同城企业网银转账汇款 通过企业网银为对公客户提供行内同城转账汇款服务。 对公客户

34 其他结算凭证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各类凭证用于支付结算。包括信汇凭证、电汇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进账单、现金交款单、
托收凭证、贷记凭证。

对公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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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1.4对公账户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35 销户 为对公客户办理销户服务。 对公客户

36 信息变更 为对公客户办理信息变更服务。 对公客户

37

账户管理费

为对公客户提供人民币对公账户基础服务。

对公客户

年费 对公客户

小额账户管理费 对公客户

38 不动户管理费
为客户提供余额低于5万元（含5万元）人民币不动户管理服务（不动户指未发生收付活动满一年的账户）
。

对公客户

2.信用卡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39 新发卡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发行新卡片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0 开户 为客户提供开立信用卡账户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1 信用卡卡片邮寄 为客户提供挂号信方式邮寄新发卡片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2 邮寄卡片退回处理 为客户提供因邮寄卡片未成功寄送而被退回的处理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3 销户 为客户提供注销信用卡账户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4 密码设置 为客户提供密码设置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5 密码修改 为客户提供密码修改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6 密码重置 为客户提供密码重置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7 本行渠道信用卡查询 为客户提供通过我行渠道查询账户信息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8 境内ATM跨行查询 为客户提供境内ATM跨行查询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49 标准普卡年费 为客户提供标准普卡信用卡账户的综合管理及维护服务。 标准普卡客户

50 公务卡年费 为客户提供公务卡信用卡账户的综合管理及维护服务。 公务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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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51 自动还款 为客户提供通过自动关联活期储蓄账户进行自动还款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2 本行渠道还款 为客户提供通过本行渠道的还款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3 本异地现金存款 为客户提供本地、异地现金存款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4 永久额度调整 为客户提供信用卡永久额度调整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5 临时额度调整 为客户提供信用卡临时额度调整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6 信用卡到期续卡 为客户提供信用卡到期后续卡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7 信用卡账户临时冻结 为客户提供账户临时冻结以确保账户安全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8 纸质账单邮寄 以纸质方式向客户提供本行信用卡当月账单（至少每月一次）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59 电子账单邮寄 以电子方式向客户提供本行信用卡当月账单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0 补制账单
向客户提供自索取之日起最近3个月内（含）的账单补制及最近4个月（含）至12个月（含）内账单的首次
补制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1 新增、变更客户信息 为客户提供新增、变更客户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2 修改对账单地址信息 为客户提供修改账单寄送地址或电子邮箱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3 IC卡（电子现金）账户管理 为客户提供电子现金账户管理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4 IC卡圈存 为客户提供向电子现金账户存入资金的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5 IC卡交易查询 为客户提供IC卡交易明细查询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6 短信还款通知 为客户提供还款情况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7 短信到期续卡通知 为客户提供到期续卡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8 短信拒绝发卡通知 为客户提供未通过信用卡审批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69 信用卡额度调整短信通知 为客户提供额度变动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70 信用卡调额到期短信通知 为客户提供额度调整到期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71 自动还款不成功短信通知 为客户提供自动还款不成功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72 预授权短信通知 为客户提供预授权、预授权完成等交易的短信通知服务。 所有信用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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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3.外币业务

3.1个人外币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73 异地存取款 为客户提供在异地存取外币资金的服务。 个人客户

74 异地急付款 为客户提供特殊情况下在异地提取外币资金的服务。 个人客户

75 异地转账 为客户提供将外币资金转移到异地其他账户的服务。 个人客户

76 西联汇款收汇 为客户提供通过西联公司接收外币资金的服务。 个人客户

77 银邮汇款收汇 为客户提供通过我行账户接收境外汇入外币资金的服务。 个人客户

78 银邮汇款查询 为客户提供查询银邮汇款状态的服务。 个人客户

79 银邮汇款附言 为客户提供银邮汇款发汇业务附言信息的服务。 个人客户

80 邮政汇款收汇 为客户提供通过境外邮政机构接收外币资金的服务。 个人客户

81 邮政汇款查询 为客户提供查询邮政汇款状态的服务。 个人客户

82 邮政汇款附言 为客户提供邮政汇款发汇业务附言信息的服务。 个人客户

83 外币携带证明 为客户提供携带外币现钞出境开立证明材料的服务。 个人客户

84 跨境人民币收汇 为客户提供通过我行账户接收跨境人民币汇入资金的服务。 个人客户

3.2对公外币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85 开户 为客户提供开立公司外汇账户业务服务。 对公客户

86 行内同城转账 为客户提供行内同城资金划转服务。 对公客户

87 汇入汇款 为客户汇入的外币及跨境人民币解付入账。 对公客户

88 包买福费廷服务 我行买入经开证行承兑的未到期信用证债权所收取的手续费用。 对公客户

89 转卖福费廷服务 我行卖出经开证行承兑的未到期信用证债权所收取的手续费用。 对公客户

90 活期账户信息变更服务 为客户提供活期账户信息变更的服务。 对公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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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4.理财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91 基金TA开户
代理基金公司为客户在登记中心或登记中心委托的其它的机构开立用于记录客户持有基金份额信息的账户
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92 基金及资产管理计划转托管转入 为产品份额持有人提供申请将其在他行交易账户持有的份额全部或部分转出并转入我行理财账户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93 基金及资产管理计划转托管转出 为产品份额持有人提供申请将其在我行交易账户持有的份额全部或部分转出并转入他行理财账户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94 理财机构客户签约 为理财机构客户开立用于办理基金、国债、理财等业务的基本交易账户的服务。 对公客户

95 理财类业务签约 为客户开立用于办理基金、国债、理财等业务的基本交易账户的服务。 个人客户

96 代理贵金属重开户 为客户提供上海黄金交易所非首次开户的服务。

非首次在上海黄
金交易所开户、
已有黄金交易编

码的客户

97 实物贵金属代保管服务 为客户提供将已购实物产品暂存放我行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98 实物贵金属预提违约 为客户提供发起预约提取但未如约提取的额外调运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5.电子银行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99 电子银行服务开通 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开通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100 电子银行服务注销 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注销停用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101 电子银行年服务费 为客户提供个人网银、手机银行和电话银行业务的服务。 个人客户

102 电子银行交易认证短信 为客户提供交易认证短信的服务。 个人客户

103 电子银行修改密码 为客户提供修改电子银行登录、交易密码或UK密码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104 电子银行认证工具挂失 为客户提供办理挂失电子令牌、UK等交易认证工具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105 电子银行认证工具更新 为客户提供更新UK证书的服务。
个人客户、对公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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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6.专属卡

序号 专属卡种类 免费内容 适用对象

106 金晖卡 金晖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个人客户

107 乡情卡 乡情卡免收工本费、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所有乡情卡转出的预约转账均免费发送短信通知。 个人客户

108 军人保障卡
（1）军人保障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挂失手续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
（2）军人保障卡免收境内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3）军人保障卡代发工资免费。

个人客户

109 青年卡 青年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个人客户

110  +薪卡
（1）+薪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2）+薪卡客户每笔代发工资业务均享受免费资金到账短信通知。
（3）+薪卡免收境内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个人客户

111 易汇通卡

（1）易汇通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账户余额变动短信通知服务自加办之日起免费1年
。
（2）电子银行认证工具（UK、电子令牌）免费。
（3）对于一星、二星、三星级客户，挂失类（正式挂失，凭证挂失异地解挂失，再挂失，原挂失为密码
挂失的挂失事项更改）手续费免费。
（4）对于一星级客户，前10笔跨行转账免费（自助渠道，不含ATM）；对于二星级客户，前70笔跨行转账
免费（全渠道，不含ATM渠道）；对于三星级客户，前200笔跨行转账免费（全渠道，不含ATM渠道）。
说明：自助交易渠道包括ATM、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商易通渠道；全渠道包括柜面、ATM、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商易通渠道。

个人客户

112 爱家卡 爱家卡免收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个人客户

113
退役军人优待证、遗属优待证（含退役
军人服务卡）

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挂失手续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免电子银行认证工
具（UK、电子令牌）工本费，免收跨行转账手续费，免收境内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个人客户

114
乡村振兴卡（含农民丰收卡、区域性乡
村振兴主题卡）

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免收境内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个人客户

115 闪光卡（含原腾讯联名卡） 免收卡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 个人客户

116 美团联名卡 免收卡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 个人客户

117 中邮消费金融联名卡 免收卡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 个人客户

118 胖虎卡 免收卡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 个人客户

119
新市民卡（含U+卡、新市民主题联名卡
、区域性新市民主题卡）

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免收跨行转账手续费，免收境内
跨行ATM取现手续费。

个人客户

120 个人养老金账户 免收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跨行转账手续费。 个人客户

121 绿卡通（联名账户卡） 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凭证挂失手续费。 个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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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项目

7.监管规定的免费项目

序号 监管文件 监管规定

122
《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
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
》（银监发〔2011〕94号）

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型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
询费等费用。

123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
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银保监发〔
2020〕18号）

银行不得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对于已划拨但企业暂未使用的信贷资金，不得收取资金管理费。对于小微企业信贷
融资，不得在贷款合同中约定提前还款或延迟用款违约金，取消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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