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银行服务收费标准-个人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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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01

市场调节价
黄
海
卡

柜面          

书面挂失费           5元                                                   
客户遗失黄海借记卡后，通过营
业网点办理卡片挂失

对私

2014年8月1日

B002 换卡工本费            12元                                                
客户可通过营业网点，补发或换
发黄海卡                  

磁条卡换芯片卡免费

B003

ATM业务       

ATM查询费（境外）     2元/笔                                               
为持卡客户提供在境外ATM查询
银行账户信息服务

暂免费用

B004 ATM取款（境内）             2元/笔                                            
为持卡客户提供在境内同城、异
地跨行ATM取款服务

芯片卡(宝贝卡除外)该业务暂
免费用

B005 ATM取款（境外）              
5笔以内/月（含5笔）免费；超过免费次数后，
12元/笔。                                          

为持卡客户提供在境外ATM取款
服务,                  

2018年4月1日
社保卡、财富卡和私人银行卡

暂免费用

B006

ATM跨行转账（境内）         

同城                   

0- 1万元（含）：3元/笔；
1万- 5万（含）：5元/笔；
5万-10万（含）：8元/笔；   
      10万以上：10元/笔：

为持卡客户提供在境内同城、
异地ATM跨行转账服务

2014年8月1日

芯片卡(宝贝卡除外)该业务暂
免费用，按照中国银联《银联
卡业务运作规章》规定，以转
出卡与转入卡的发卡机构是否
在同一行政区域为标准，判定

同城或异地。    B007 异地                   
按交易金额的1%收取，最低5元最
高50元                

B008

宝
贝
卡

柜
面

开卡工本费 30元/张
客户可通过营业网点，申请开立
宝贝卡

对私  
2016年9月24日

B009 补卡/换卡工本费 30元/张
客户可通过营业网点，补发或换
发宝贝卡

B010 特殊补卡费 10元/张 
客户补特制宝贝卡，可通过营业
网点办理卡片补卡申请（非金融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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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1

市场调节价
黄
海
卡

助农业
务

助农取款

日照辖区：3笔以内/月（含3笔）免费；超过免
费次数后，省内按交易金额的0.4%收取，最低
0.8元，最高8元；省外按交易金额的0.5%收
取，最低1元，最高10元；
异地分行：1笔以内/月（含1笔）免费；超过免
费次数后，省内按交易金额的0.4%收取，最低
0.8元，最高8元；省外按交易金额的0.5%收
取，最低1元，最高10元。

为持卡客户提供在助农取款服务
站助农机具取款服务

对私 2018年4月1日

B012 助农转账

3笔以内/月（含3笔）免费；超过免费次数后，
同城转账1万元以内（含）按3元/笔收取，1万
元至5万元按照5元/笔收取；异地转账按交易金
额的1%收取，最低5元，最高50元。

为持卡客户提供在助农取款服务
站助农机具转账服务

对私 2018年4月1日

B013 市场调节价
农民
工                 

农民工取款                          按0.5﹪收取，最低1元，最高20元            
为农民工持卡客户提供在山东省
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柜面提取现
金服务的手续费                         

对私
2014年8月1日   

B014

市场调节价
社保
卡                   

书面挂失手续费                           5元/次                                                  
当客户遗失社保卡后，向客户提
供书面挂失服务收取的费用                                                      

对私
2014年8月1日  

 

暂免费用

B015 补卡工本费                          30元/张                                               为客户补换社保卡收取的工本费                       暂免费用

B016 交易手续费标准参照黄海借记卡收费标准执行（磁条部分）                                    
社保卡磁条账户办理黄海借记卡
各项金融业务交易费用                                         



日照银行服务收费标准-个人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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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7

市场调节价

公务
卡                 

挂失手续费                               20元/卡/次                                          
持卡人遗失公务卡后，可通过日
照银行电话银行或
营业网点办理卡片挂失

对私 2014年8月1日

B018 补发新卡费                         普通20元/卡，加急40元/卡                            补发或换发公务卡                                  

B019

ATM
取
现
手
续
费

他行本地                    4元/笔                                                    
持卡人在日照银行总行所在地
的，他行ATM终端办理取现业务

B020 他行异地 按金额的1%，最低4元                                
持卡人在日照银行总行所在地之
外的异地他行ATM终端办理取现
业务                                              

B021 境外银联                 15元/笔                                               
持卡人在中国境外（含港澳台地
区）银联网络ATM终端办理取现
业务                                                 

B022

市场调节价

境外银联ATM查询手续费                  2元/笔                                                 
持卡人在中国境外（含港澳台地
区）银联网络ATM终端办理查询
业务                                                

对私 2014年8月1日
B023 补制对帐单手续费                       

补制3个月以内的对账单免费；补制3个月以前
的对账单，5元/月/份                                              

持卡人补制纸质对账单                               

B024 调阅签购单手续费                    
查询境内交易签购单20元/份；查询境外签购单
100元/份

持卡人索取交易单据                                   

B025 循环信用利息                         日息万分之五，按月计收复利                           
持卡人未按规定到期还款日前偿
还全部透支款项，向发卡银行支
付的费用                                      

B026 违约金 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收取，最低1元                   
持卡人未按规定到期还款日前偿
还最低还款额，向发卡银行支付
的费用                                        

对私 2017年1月1日

User
User:
参见中国银行长城公务卡翻译http://www.bankofchina.com/en/bcservice/bc1/200811/t20081114_1486853.html?keywords=Business+Credi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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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7

市场调节价 

公务
卡
分期
付款
业务

账
单
分
期          

分期期数 一次性收取          分期收取            

持卡人办理分期付款业务      对私  2015年4月30日

3 1.95%/年 2.25%/年

6 3.6%/年 4.2%/年

9 5.4%/年 6.3%/年

12 7.2%/年 8.4%/年

24 14.4%/年 16.8%/年

B028

灵
活
分
期            

分期期数              一次性收取            分期收取          

3 1.95%/年 2.25%/年

6 3.6%/年 4.2%/年

9 5.4%/年 6.3%/年

12 7.2%/年 8.4%/年

24 14.4%/年 16.8%/年

B029

现
金
分
期         

分期期数              一次性收取          分期收取          

3 2.1%/年 2.4%/年

6 3.9%/年 4.5%/年

9 5.85%/年 6.75%/年

12 7.8%/年 9%/年

24 15.6%/年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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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0 市场调节价
收单
服务              

银联卡收单手续费                 标准类：借记卡0.5%至20元封顶，信用卡0.6%
利用POS终端设备为商户提供资
金交易结算的服务                                  

对私/对公 2016年9月6日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
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6】557号）

B031

市场调节价
网上
银行               

跨行汇款手续费（对私）             

0.2万元（含）以下，2元/笔                            

为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渠道跨行汇
款服务收取的费用

对私 2015年12月1日 暂免费用

0.2万元至0.5万元（含），5元/笔                    

0.5万元至1万元（含），5元/笔                     

1万元至5万（含），10元/笔                          

5万元以上，按交易金额的0.03%收取，
最高50元/笔

B032  跨行汇款手续费（对公）                

1万元（含）以下，5元/笔                          

对公

2014年8月1日

目前四折

1万元至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至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元至100万元（含），20元/笔                    

100万元以上，按交易金额的0.002%收取，
最高200元/笔

B033 跨行快速转账手续费                       2元/笔                                                对私/对公 个人暂免费用，企业四折

B034 USBKey工本费 30元/个                                              

为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份的
数字证书，并对客户发送的网上
银行交易进行认证签名的实物安
全介质

对私/对公 发放暂免费用，补发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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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5

市场调节价
手机
银行             

跨行汇款手续费(对私）                     

0.2万元（含）以下，2元/笔                          

为客户提供手机银行渠道跨行汇
款服务收取的费用

对私 2014年8月1日 暂免费用

0.2万元至0.5万元（含），5元/笔                    

0.5万元至1万元（含），5元/笔                     

1万元至5万（含），10元/笔                              

5万元以上，按交易金额的0.03%收取，最高50
元/笔

B036  跨行汇款手续费（对公）                

1万元（含）以下，5元/笔                          

对公 2018年1月1日 企业四折

1万元至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至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元至100万元（含），20元/笔                    

100万元以上，按交易金额的0.002%收取，最高
200元/笔 

B037

市场调节价
手机
银行

跨行快速转账手续费                      2元/笔                                               对私/对公 2014年8月1日
个人暂免费用，企业四折；对
公收费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B038 芯片保证金                             36元/个                                              

存放为客户提供的手机银行业务
功能，并对客户发送和接收的手
机银行交易进行认证的实物安全
介质 对私 2014年8月1日

新开户暂免费用，使用不足两
年销户时收取

B039 芯片损坏补卡费                             36元/个                                                 

B040 令牌工本费                          20元/个                                                发放暂免费用，补发收费            

B041 服务费                                 3元/月                                               
为客户提供账户查询、转账、缴
费付款等移动金融服务                                          

暂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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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2

市场调节价
UKey
工本
费          

二代USBKey工本费 30元/只               

为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份的
数字证书，并对客户发送的网上
银行交易进行认证签名的实物安
全介质

对公/对私 2015年1月1日

新开网银客户、大众版升级标
准版、一代USBKey升级二代

（申请日前三个月动账交易3笔
以上）、挂失暂免费用；

其他涉及二代USBKey工本费项
目（含挂失补办）收费

B043 蓝牙USBKey工本费 40元/只               

为企业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
份的数字证书，并对客户发送的
企业电子银行交易进行认证签名
的实物安全介质

对公 2018年1月1日

新开企业手机银行客户、二代
USBKey首次变更为蓝牙USBKey
、挂失暂免费用；其他涉及蓝
牙USBKey工本费项目（含挂失
补办）收费；发放暂免费用，
补发收费 

B044

市场调节价 

短
信
银
行

个人账
户动账
短信通
知费用

动账金额0-100元
（含）

3元/月
为客户提供指定签约账户的交易
金额小于100元（含）动账短信
通知，单账户按月计收费用

对私  2019年6月1日

可选服务，客户在柜面签约生
效。财富卡、私人银行卡、社
保卡、住房公积金卡免费 

动账金额100元以上 免费
为客户提供指定签约账户的交易
金额大于100元动账短信通知，
单账户按月计收费用

B045

企业账
户动账
短信通
知费用

动账金额0-100元
（含）

3元/月
为客户提供指定签约账户的交易
金额小于100元（含）动账短信
通知，单账户按月计收费用

对公 2019年6月1日

动账金额100元以上 免费
为客户提供指定签约账户的交易
金额大于100元动账短信通知，
单账户按月计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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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6

市场调节价
柜面
通                 

存款业务                               按0.1﹪收取，最低3元，最高50元                    
为柜面通成员行持卡客户提供存
款服务             

对私 2014年8月1日 暂免费用

B047 取款业务                            按0.1﹪收取，最低3元，最高50元
为柜面通成员行持卡客户提供取
款服务             

B048 同城转账                           

0-2000.00（含）2元                

为柜面通成员行持卡客户提供同
城转账服务           

2000.00-10000.00（含）3元                                 

10000.00-50000.00（含）5元                           

50000.00-100000.00（含）8元                      

100000.00以上最高收取10元                           

B049 异地转账                            按交易金额的1%收取，最低2元，最高50元                
为柜面通成员行持卡客户提供异
地转账服务        

B050

市场调节价
理财
业务               

销售费                                  
按照我行向监管部门报备的相关文件收取，详
见产品说明书                                     

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按协议向
客户收取相应的销售费、托管费
、管理费                          

对私/对公 2014年8月1日B051 托管费                                 
按照我行向监管部门报备的相关文件收取，详
见产品说明书                                          

B052 管理费                               
按照我行向监管部门报备的相关文件收取，详
见产品说明书                                        

B053 市场调节价
代理
保险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按保险公司公示价格代保险公司向客户收取     
代理保险公司向客户销售保险产
品，并向保险公司收取手续费                                      

对私 2014年8月1日

B054 市场调节价
代理
基金                

代理销售基金产品                      按基金公司公示价格代基金公司向客户收取

客户在办理购买或赎回基金等业
务时，根据交易类型并依据交易
金额按照不同费率向基金公司缴
纳一定费用                                               

对私/对公 201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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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5 市场调节价
保管
箱业
务               

保管费                                 

箱形规格（毫米mm）  六个月      一年
    高x宽x深     租金 保证金 租金 保证金 
A  76.2×127×609.6  80  200  120  200 
B  127×127×609.6  100  300  180  300 
C  76.2×254×609.6 150  300  260  300 
D  127×254×609.6  260  500  400  500 
E  254×254×609.6  300  500  500  500 

银行将自己设有的专用保管箱出
租给客户使用，客户用以保管贵
重物品、文件票据等的租赁业务         

对私 201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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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6 市场调节价

个人
理财
持有
证明

手续费 20元/户
针对开立个人理财产品持有证明
客户收取个人理财持有证明手续
费。

对私 2018年9月1日
私人银行及三星财富卡客户免

费

B057

 市场调节
价 

 
智
能
柜
台 

 跨
行
汇
款
手
续
费 

0.2万元（含）以下               2元/笔

 为个人客户提供智能柜台渠道
跨行汇款服务收取的费用 

对私 2018年11月24日
暂按5万元（含）以下免费，5

万元以上五折执行

0.2万-0.5万元（含） 5元/笔

0.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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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58 跨行快速转账手续费                      2元/笔                                               
为个人客户提供智能柜台渠道跨
行汇款服务收取的费用

对私 2018年11月24日 暂免费用

B059 二代USBKey工本费 30元/个

为个人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
份的数字证书，并对客户发送的
网上银行交易进行认证签名的实
物安全介质

对私 2018年11月24日 发放暂免费用，补发收费

B060 挂失手续费 5元/笔
个人客户遗失日照银行存单、折
、卡（不含公务卡）后，通过智
能柜台办理挂失 

对私 2018年11月24日 暂免费用

B061 换卡工本费 12元/卡
个人客户通过智能柜台补发或换
发黄海卡

对私 2018年11月24日
磁条卡换芯片卡免费，不含公

务卡、宝贝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