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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内容 
 适用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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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
（等值外
币）

最高标准
（等值外

币）

D001

市场调节价 1.汇出境内外汇款

1.1 汇出汇款（境外）
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发送报文，
收支申报

对公、
对私

2019年4月1日

　全额到账业务，国外银行
费用按实收取         

D002 1.2 本系统内汇出汇款:电汇、票汇
每笔等值3美元,NRA账户每笔等值18
美元

审核单据，办理划转与解付                    

D003
1.3非本系统内汇出汇款:电汇（境
内）       

通过境内账户行划拨的按照汇款金额
的1‰，另加电报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同业资金划转
凭证

全额到账业务，国外银行费
用按实收取

D004 1.4信、票汇         
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如
有）

100元 12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寄发票据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D005 1.5挂失止付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缮制并发送报文

D006 1.6汇款修改 每笔150元或等值外币
根据客户申请，缮制、发送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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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7

市场调节价 2.境内外汇入汇款

2.1退汇

已解付：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
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发送报文

对公、
对私

2019年4月1日

大额汇款可参照同业标准,
与客户协商确定

D008 未解付：每笔30美元 根据客户申请，缮制、发送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D009 2.2受益人要求转汇：已解付 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发送报文

D010 2.3汇入款原币转往同业 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申请，划转同业

D011

市场调节价 3.外币光票托收

3.1光票托收 托收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50元 1000元
审核票据、申请书，缮制面函
、寄单、解付

对公

2019年4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12 3.2退票             每笔5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发送报文、签收、审核票据 2014年8月1日

D013 3.3受益人要求退汇：已解付 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发送报文 2019年4月1日

D014 3.4受益人要求转汇：已解付 汇款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100元 1000元 审核单据，缮制、发送报文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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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5 市场调节价 4.现钞托收 4.1现钞托收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审核现钞、缮制面函、寄单、
解付

对公 2014年8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16

市场调节价 5.出口托收            

5.1跟单托收 托收金额的1‰，邮寄费按实收取 200元 2000元 审单、缮制面函、寄单

对公

2019年4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17 5.2无偿放单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审核申请，缮制、发送报文

2014年8月1日

D018 5.3退单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
费，邮寄费按实收取

根据申请，缮制、发送报文

D019 5.4修改托收指示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审核申请，缮制、发送报文

D020 5.5催收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发送报文，催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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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1

市场调节价 6.进口代收

6.1进口代收 进口代收金额的1‰ 200元 2000元 审核单据，办理赎单

对公

2019年4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22 6.2代收单据转同业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邮寄费按实
收取

转寄单据，由同业放单

2014年8月1日

D023 6.3承兑通知 每笔15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根据承诺、办理放单，缮制、
发送报文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D024 6.4无偿放单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 根据指示、办理放单手续 

D025 6.5退单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邮寄费按实
收取

联系托收行，寄回单据

D026
6.6空运单放货证明/提单背书：银
行放单前

货款金额的0.5‰ 500元
对客户持有的单据，提前完成
背书与转让

D027
6.7空运单放货证明/提单背书：银
行放单后

每笔50元或等值外币
根据单据自身功能完成背书与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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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8

市场调节价 7.进口跟单信用证

7.1开证
开证金额的1.5‰，效期三个月以上
每三个月增收0.5‰，全额保证金者
不加收，另加邮电费

500元
审核贸易合同、核查资质、对
外开立信用证             

对公

2014年8月1日

不足三个月的按三个月计算

D029 7.2简电开证
除开证手续费外，另加收每笔100元
及邮电费。

500元
审核贸易合同、核查资质、缮
制开证前报文

D030 7.3修改增额
收取比照开证收费标准收取，另加邮
电费

100元 在原信用证金额基础上增额

D031 7.4其他修改

每笔100元，效期三个月以上每三个
月增收0.5‰， 增收部分按信用证余
额收取，收足全额保证金者，按修改
手续费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

100元 对其他信用证内容进行修改

D032 7.5撤证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邮电费
 根据客户申请，向对方发送
撤销报文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33 7.6承兑 
承兑金额的1‰，按月收取，另加电
报费，不足一个月按一月计算。

150元
缮制报文向来单行承诺付款到
期日

2018年2月1日
缴存全额保证金者免收(存

单视同保证金)

D034 7.7 退单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邮寄费按实
收取

联系交单行，退回单据

2014年8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35 7.8提货担保
提货担保金额0.5‰，按季收取，不
足一季度的按一季度计算,足额保证
金按最低标准收取

500元 审核单证，出具担保书

D036 7.9不符点处理费 等值USD 60                              审核单据，对外提出不符点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37
7.10空运单放货证明/提单背书：银
行放单前

货款金额的0.5‰                              500元
对客户持有的单据，提前完成
背书与转让

收取足额保证金者按最低标
准收取

D038
7.11空运单放货证明/提单背书：银
行放单前

每笔50元或等值外币
根据单据自身功能完成背书与
转让

D039 7.12来单、付款处理费
每笔等值50美元，另加电报费（等值
30美元）

缮制报文、向来单行付款 2019年4月1日

D040 7.13偿付费 应付账款金额*贴现利率*贴现期 500元 假远期信用证项下的买方贴息 2014年8月1日 偿付行行费用按实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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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1

市场调节价 8.出口跟单信用证

8.1撤证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另加电报费
根据客户申请或开证行征询发
送撤证或确认报文

对公

2014年8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42 8.2通知/转递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 缮制通知书，通知客户
后续在我行交单可免于该项

费用的收取

D043 8.3修改通知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 通知信用证修改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如
系保兑信用证下增额修改，
参照保兑费率计收，最低每

笔100元或等值外币）

D044 8.4预先通知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 收到预先通知，通知客户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45 8.5保兑
保兑金额的2‰，按季收取（可按国
家、银行风险程度上浮）

500元
对信用证加保兑、承担付款责
任

不足一季度的按一季度计算

D046 8.6付款
付款金额的1.5‰，（指定我行为付
款行的收取付款费；延期付款信用证
按承兑费收取）

200元
对指定我行为付款行的进行付
款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47 8.7转让信用证 信用证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500元 2000元 对信用证进行转让、通知 2019年4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48 8.8款项让渡：国内 每笔300元或等值外币 办理信用证款项让渡

2014年8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49 8.9款项让渡：国外 每笔500元或等值外币 办理信用证款项让渡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50 8.10审单 审单金额1.25‰，邮寄费按实收取 300元 审核单据、缮制面函、寄单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51 8.11退单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 根据要求，退回单据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52 8.12催收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应客户要求
的非常规催收），另加电报费

缮制报文，催收款项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53 8.13收汇款原币转往同业 收汇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 1000元 将收汇款划转境内同业 2019年4月1日 国外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D054 8.14补制遗失出口信用证 每笔100元或等值外币
受益人遗失信用证，补制信用
证

201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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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5

市场调节价 9.保函

9.1 融资类保函 6‰/季，另加电报费 1000/季
审核合同、申请书，对外开立
保函

对公

2014年8月1日 不足一季的按一季度计算

D056 9.2非融资性保函 0.5‰-2.5‰/季，另加电报费 500/季
审核合同、申请书，对外开立
保函

2018年2月1日 不足一季的按一季度计算

D057 9.3其它类保函 0.5‰-2‰/季                                   500元
审核合同、申请书，对外开立
保函

2014年8月1日

不足一季的按一季度计算

D058 9.4为代理行转开保函 3‰/季 500元 根据代理行要求，转发保函 不足一季的按一季度计算

D059 9.5 修改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 根据客户申请，缮制保函修改

对公

2014年8月1日D060 9.6通知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
缮制收到保函通知书，通知客
户

D061 9.7 注销 每笔200元或等值外币 办理保函注销

D062 9.8代理索赔 索赔金额的1‰ 1000元 5000元 根据有效凭证，办理索赔手续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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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63

市场调节价 10.国内信用证

10.1开证
开证金额的1.5‰，效期三个月以上
每三个月增收0.5‰，全额保证金者
不加收，邮寄费按实收取

500元 审核贸易合同、开立信用证

对公

2014年8月1日

不足一季度的按一季度计算

D064 10.2修改增额
增额的收取比照开证收费标准收取，
不另收修改手续费，邮寄费按实收取          

100元 审核补充协议等，进行修改

D065 10.3其他修改
每笔100元，效期三个月以上每三个
月增收0.5‰， 增收部分按信用证余
额收取

100元 根据申请，进行修改
收足全额保证金者，按最低

标准收取

D066 10.4撤证 每笔100元（加收邮电费） 100元 根据申请，办理撤证

D067 10.5卖方审单费 单据金额的1‰收取 200元 审核单据 2019年4月1日

D068 10.6议付 议付单据金额的1‰ 200元 单证审核，办理融资 2014年8月1日

D069 10.7信用证付款
按照“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收取
。

向来单行付款 2017年3月1日

D070 10.8退单 每笔200元 审单、联系申请人，退单
2014年8月1日

D071 10.9不符点处理费 每笔450元 审核、处理不符点

D072 10.10寄单 邮寄费按实收取 审核、邮寄单据 2018年2月1日

D073 10.11开证行付款确认
远期信用证项下开证行付款金额的
1‰，按月收取,不足整月的按整月收
取

150元 办理付款确认 2019年4月1日

D074 10.12通知 每笔100元 缮制通知书，通知客户
2014年8月1日

后续在我行交单可免于该项
费用的收取

D075 10.13修改通知 每笔50元 缮制通知书，通知客户
后续在我行交单可免于该项

费用的收取 

D076 10.14保兑

保兑金额的2‰-1%，（具体费率可根
据银行资信情况、风险状况等综合确
定），最低500元，按季收取，不足
一季度的按一季度计算。

对信用证加保兑、承担付款责
任

2017年3月1日D077 10.15转让信用证
信用证金额的1‰，另加电报费，最
低500元

对信用证进行转让

D078 10.16转让信用证修改

根据修改后的信用证金额计算转让信
用证费用，收取新转让费用与此前转
让信用证时已收取费用的差额，差额
低于100元的，按照100元/笔收取。

对转让信用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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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9 市场调节价 11.福费廷 11.1手续费 与客户协商确定 资金安排、入账办理 对公 2019年4月1日 包买行费用按实收取

D080

市场调节价 12.资信证明

12.1资信证明 每笔500元或等值外币 审核申请、出具资信证明

对公 2014年8月1日D081 12.2出具各类保函承诺函 每笔1000元或等值外币 审核申请、出具承诺函

D082 12.3出具保函收费情况证明函 每笔500元或等值外币 审核申请、出具证明

D083 市场调节价 13.出口商业发票     13.1贴现手续费 发票金额的1% 200元 2000元 审核单据，办理款项入账 对公 2019年4月1日

D084 市场调节价 14.现钞提取 14.1对公外币现汇账户提取现金 提款金额的4‰/按汇买钞卖价折算 现钞提取 对公 2018年2月1日

D085

市场调节价 15.贸易融资

15.1贸易融资服务费 与客户协商确定
为客户办理贸易融资服务的费
用

对公 2018年2月1日

D086 15.2代付业务收费 与客户协商确定 为客户办理代付业务的费用

D087 市场调节价

16.订单融资

16.1国际订单融资手续费 按照融资金额的0.5%/季收取
为客户提供国际购销合同和订
单项下业务的融资所收取的费
用

对公 2019年4月1日

D088 16.2国内订单融资手续费 按照融资金额的0.5%/季收取
为客户提供国内购销合同和订
单项下业务的融资所收取的费
用

对公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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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价格类型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                                                         

 服务内容 
 适用
对象 

生效日期  备注                       
一般收费

最低标准
（等值外
币）

最高标准
（等值外

币）

D089 市场调节价
17.供应链金融手续

费
17.1预付款融资手续费 按照融资金额的0.5%/季收取

为客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收
取的费用

对公 2019年4月1日

D090

市场调节价 18.电讯

18.1国内发电

通过SWIFT系统发送

对公 2014年8月1日

D091 普通发电 10元/每笔

D092 全电开证、保函 200元/每笔

D093 18.2港澳台发电

通过SWIFT系统发送                D094 普通发电 80元/每笔

D095 全电开证、保函 300元/每笔

D096 18.3国际发电

通过SWIFT系统发送             D097 普通发电 150元/每笔                                                              

D098 全电开证、保函 300元/每笔                                                          

公告说明：

1、我行费用计价单位为人民币的，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汇，已知应收人民币费用，计算收取等值外汇时按外汇买入价折算收取。我行费用计价单位为美元的，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已知美元收费标准须折算其他外币收取时,参照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布的《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计算。2、业务中发生的邮电费用，按电讯的相关标准收取,客户委托代理发生业务中发生的邮电费用，向客户按实收取。

3、凡业务发生境外银行费用，向客户按实收取。

4、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收费标准按照“1.汇出境内外汇款”“2.境内外汇入汇款”收取，电报费据实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