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银行服务收费标准-国内结算业务

 编号           价格类型  收费依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生效日期 

 单位  计价范围  工本费  手续费  邮费 

A001  政府指导价  发改价格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笔 0.2万元（含）以下               2元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
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对私         2014年8月1日

 笔            0.2万-0.5万元（含） 5元

 笔          0.5万-1万元（含） 5元

 笔           1万-5万（含） 10元

 笔          5万以上
不超过0.03%，最高收费
50元

A002  政府指导价  发改价格  个人跨行现金汇款  笔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
0.5%，
最高收费50元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03  政府指导价  发改价格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笔         1万元（含）以下汇兑 5元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
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对公 2014年8月1日

 笔           1万元-10万元（含）汇兑 10元

 笔           10万元-50万元（含）汇兑 15元               

 笔          50万元-100万元（含）汇兑 20元             

 笔         100万元以上汇兑
不超过0.002%，最高收
费200元

A004

 政府定价 

 发改价格 支票

 份  0.4元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凭证  对公/对私 2014年8月1日

 政府指导价  笔  0.4元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对公/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05

 政府定价 

 发改价格 清分机支票

 份    0.4元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清分机支票凭证  对公/对私 2014年8月1日

 政府指导价  笔      0.8元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清分机支票业务  对公/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06  政府定价  发改价格 银行汇票

 份 免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汇票凭证  对公/对私 2017年8月1日

 笔  免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业务  对公/对私 2017年8月1日

 笔  免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挂失  对公/对私 2017年8月1日

A007  政府定价  发改价格 
银行本票

 份 免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本票凭证  对公/对私 2017年8月1日

 笔  免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本票业务  对公/对私 2017年8月1日

 笔  免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本票挂失  对公/对私 2017年8月1日

A008  市场调节价 银行承兑汇票  笔    0.28元 按票面金额的0.5‰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09  市场调节价 商业承兑汇票  份  0.28元 出售商业承兑汇票  对公 2014年8月1日



日照银行服务收费标准-国内结算业务

 编号           价格类型  收费依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生效日期 

 单位  计价范围  工本费  手续费  邮费 

A010  政府定价  发改价格 符合挂失规定的支票挂失手续费 笔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
元收取5元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对公/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11  市场调节价 发出委托收款  笔   0.10元  1元  22元 通过邮寄方式向付款人开户行发出托收凭证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12  市场调节价 储蓄存单（折）挂失  笔   5元 各类存单、存折的挂失  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13  市场调节价 银行承兑汇票查询  笔   30元 应客户要求，查询他行银行承兑汇票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14  市场调节价 个人存款证明  份  20元 应个人客户申请，向其提供账户存款余额的书面证明  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15  市场调节价 个人贷款证明  份  20元 应个人客户申请，向其提供账户贷款余额的书面证明  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16  市场调节价 单位存款证明  份     100元 根据单位客户委托，向其提供账户存款余额的书面证明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17  市场调节价 单位结算纪律证明  份     200元 
根据单位客户申请，用于证明截止签发之日前一日该账户使用支
票付款未出现空头支票、在本开户行无违规开立账户等情况的书
面文件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18  市场调节价 单位贷款证明  份      100元 根据单位客户委托，向其提供账户贷款余额的书面证明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19  市场调节价 验资询证函  份     200元 
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以被审计企业名义向银行发出的询证
函，用以证明该企业的投资人（股东）出资情况的书面证明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20  市场调节价 审计询证函  份   100元 
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时，以被审计企业名义向银行
发出的询证函，我行进行确证答复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21  市场调节价 代销结算IC卡  张  30元 应单位客户申请，我行向其代销结算IC卡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22  市场调节价 
 按照当地人民银行收费标准

执行 
代收同城票据交换费  笔     4元 通过同城票据清算系统办理资金清算业务  对公/对私 2014年8月1日

A023  市场调节价 
小型微型企业工商注册专用入资
证明(仅限青岛地区)

 份    100元 
为青岛地区注册资本或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下（含）的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使用货币出资设立、
变更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而出具的资金证明

 对公 2014年8月1日

A024  市场调节价 支付密码器 台  420元 
根据客户申请，我行向其代销支付密码器，提供支付密码验证服
务

对公
（青岛地区）

2014年8月1日

A025  市场调节价 支付密码器 台  160元 
根据客户申请，我行向其代销支付密码器，提供支付密码验证服
务

对公
（除青岛地区）

2015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