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优惠措施 优惠措施生效日期 优惠措施终止日期 注释

2010101 大额存取现
为客户提供柜台大额存、取现服务，以及单
位结算卡ATM取现服务。

对公大额存取现（柜台）：对已在我行开立结算账户的对公客户免费；
单位结算卡ATM跨行取现：不超过3.5元/笔，分行可自定优惠。

对大额存现业务，经营
机构可根据业务发展情
况和客户综合贡献进行
不同程度的减免

2021年7月25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信汇：手续费0.55元/笔；邮电费普通0.5元/笔，快件2.5元/笔；通过邮电部门拍发电报或邮寄信件办理汇兑业务的，按
邮电部门的标准收取邮电费，不得收取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电汇：手续费0.50元/笔；电报费普通5.85元/笔，加急11.7元/笔；通过邮电部门拍发电报或邮寄信件办理汇兑业务的，
按邮电部门的标准收取邮电费，不得收取柜台转账汇款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单位结算卡ATM跨行转账汇款
1、同城转出交易手续费(1)转账金额不大于1万元的,每笔收取3元手续费，(2)转账金额大于1万元且不大于5万元的,每笔
收取5元手续费，(3)转账金额大于5万元的,每笔收取8元手续费，(4)转账金额大于10万元的,每笔收取10元手续费；
2、 异地转出交易手续费转账金额的1%作为交易手续费,但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通过ATM渠道办理的
单笔10万元（含）以内
的对公跨行转账汇款手
续费实行优惠，优惠后
价格不高于基准日公示
价格9折。（基准日是
指2021年6月25日）

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

中国人民银行文件（银发
[2021]169号）；中国支付清算
协会关于征求《降低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工作指引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中
支协便函[2021]第145号）

电子汇划（适用于柜台本行异地转账汇款业务）：
1万元以下（含1万元）：5元/笔；1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含）：20元/笔；100万元以上每笔按汇划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二收取，最高不超过200元。
汇划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每笔收取2元。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免收电子汇划费。收取电子汇划费
后，不得再向客户收取邮费、电报费、电汇手续费。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通过柜台渠道办理的
单笔10万元（含）以内
的对公本行转账汇款业
务免收手续费

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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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规定，不得收取信贷资金受
托支付划拨费，已划拨但企业暂
未使用资金的不得收取资金管理
费；优惠措施依据为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关于征求中国人民银行文
件（银发[2021]169号）及《降
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
续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中支协便函[2021]
第145号）；小型微型企业划分
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规定执行

信件退汇：手续费0.5元/笔；邮电费普通0.5元/笔，快件2.5元/笔。备注：使用柜台电子汇划渠道办理的，按照柜台转账
汇款标准收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电报退汇：手续费0.5元/笔；电报费普通5.85元/笔，加急11.7元/笔。备注：使用电子汇划渠道办理的，按照电子汇划费
标准收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跨行汇款手续费（企业网银含跨行代发工资、跨行企业财务室、备付金转账）
其中：汇划标准：1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款，5元/笔；1万元－10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款，10元/笔；10万元－50
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款，15元/笔；50万元－100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款，20元/笔；大于100万元，按照汇款金额
的0.02‰（最高200元）收费。

按汇划标准八折执行，
转账金额<=100万暂免
费。经营机构可根据业
务发展情况和客户综合
贡献进行不同程度的减
免

2021年2月8日 2024年9月30日

银企直联服务费（企业网银）：普通客户一次性收取1万元，集团客户一次性收取5万元。
经营机构可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和客户综合贡献
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

2011年9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同城普通跨行转款（深圳分行适用）：2元/笔。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通过柜台渠道进行的单
笔10万元（含）以下的
对公跨行转账汇款业
务，按不高于现行政府
指导价标准的9折实行
优惠。
若当地监管机构有其他
具体要求或特殊规定，
遵照执行属地监管要求

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

1、中国人民银行文件（银发
[2021]169号）
2、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按《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执行

苏州地区同城跨行支付结算（苏州同城清算支付系统）：2.5元/笔。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通过柜台渠道进行的单
笔10万元（含）以下的
对公跨行转账汇款业
务，按不高于现行政府
指导价标准的9折实行
优惠。
若当地监管机构有其他
具体要求或特殊规定，
遵照执行属地监管要求

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

1、根据当地人民银行规定。《
关于征求《关于调整同城跨行支
付结算收费标准的协调意见》的
通知》（苏银会秘【2014】94
号）
2、中国人民银行文件（银发
[2021]169号）
3、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按《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执行

汇出境外汇款：1‰，最低50元/笔，最高1000元/笔；全额到账服务，美元加收50元/笔，其它币种加收200元/笔；外币现
钞汇出，另收买卖差价。修改/退汇/挂失/止付：100元/笔。

境外汇入汇款－转汇：转往境外按汇出境外汇款标准收取；转往境内按境内外汇汇出汇款标准收取。

境外汇入汇款－退汇：解付前150元/笔；解付后按照汇出境外汇款标准收取。

境内汇出汇款：1‰，最低20元/笔，最高200元/笔，系统内汇划免收。修改/退汇/挂失/止付：100元/笔。

境内汇入汇款－转汇：转往境外按汇出境外汇款标准收取；转往境内按境内汇出汇款标准收取。

境内汇入汇款-退汇：按照境内汇出汇款标准收取。

外币深港实时支付(深圳地区)：手续费按付款金额折人民币（按当日基准价）的1‰收取，以人民币计收，最低20元，最高
1000元，另深港港币每笔需加收HKD40元，深港美元每笔需加收USD5元的跨境通讯费。

关于深圳外币实时全额支付系统
运行的通知(深人银发
[2002]510号)

2010301 零钞清点 为客户提供零钞清点服务
零钞（币）指10元（含）以下的纸币或硬币。硬币100枚（含）或纸币100张（含）以下不收费；超过100枚（张）开始收
费，超过部分每100枚硬币或100张纸币收取1元，硬币和纸币可合并计算，不足100枚（张）按比例收取费用。

经营机构可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和客户综合贡献
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

2018年1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10401 民生付结算（含
快捷支付）

为合作商户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协议定价。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402
B2B电子商户交易
结算

向合作商户提供B2B电子支付结算服务
本行B2B按照10元/笔收取；
跨行B2B按照15元/笔收取；
或按协议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403 电子支付服务

电子支付业务指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通
过互联网终端、移动通信终端等电子渠道，
为购买电子支付商户的商品或服务，通过民
生银行信用卡中心电子支付系统实现货币购
买与资金转移

协议定价。 暂无 暂无 暂无

1.4电子结算服务

中国民生银行对公客户市场调节价服务名录

1.1存取款服务

一、结算业务

1.3现金服务

暂无暂无暂无
为客户提供各种渠道的外币及跨境人民币转
账汇款服务

外币及跨境人民
币转账汇款

2010202

为客户提供各种渠道的境内人民币转账汇款
服务

境内人民币转账
汇款

1.2转账汇款

2010201



2010404 新型结算产品服
务

向客户提供系统接入、代收付及场景结算等
综合服务

系统接入费：10万元/户；
代收手续费：10元/笔；
代付手续费：10元/笔；
产品收单手续费：
B2C支付借记卡：交易额的4‰；
B2C支付信用卡：交易额的7‰；
B2B支付：15元/笔。
产品汇划手续费：
本行：免收；
跨行：同人行电子汇划收费标准，或按笔收取：
金额不高于5万元（含），10元/笔；
金额高于5万元，20元/笔
以上所有收费均可以按协议收取。

房管通、银法通暂免收
费；薪福通对农民工业
务免收。

暂无 暂无

2010405 基金快付（基金
直销）

为基金公司提供银行卡支付结算服务 协议定价。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406 账付易服务及结
算手续费

为签约客户提供分账记载和资金结算等服务 协议定价。 暂无 暂无 暂无 2022年4月1日起实施

2010501
特约商户收单业
务

由我行向本行收单商户提供刷卡消费、资金
清算等服务

收单商户手续费由发卡行手续费、银联转接服务费和收单行手续费组成，费率依据协议约定。不向持卡人收费。
标准类商户执行9折优
惠、优惠类商户执行
7.8折优惠

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

2010502 企业财务POS
以POS为结算终端，为特约单位提供财务结算
服务的我行业务

交易手续费：1.同城、异地本行转账免费。2. 同城他行汇款：普通卡2元人民币/笔，银卡、金卡、钻石卡(普通钻石卡、
私人银行卡、民生家园卡）不收费；异地他行汇款：普通卡按照电子汇兑标准；银卡、金卡、钻石卡(普通钻石卡、私人银
行卡、民生家园卡）手续费免；电子汇划费：银卡、金卡每日累计汇款金额分别50万（含）、100万（含）以下免，超过部
分按照普通卡标准。钻石卡免。3、消费：按照双方签定的协议，收取特约商户结算手续费服务费:1、POS押金:1000元人民
币/台，2. POS使用费：200元/台/月，服务费作为推荐性标准，分行可依据当地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601 国内信用证

提供国内信用证开证、修改/撤销/退单、通
知/修改通知、付款、付款确认、处理不符点
单据、拒付、无偿放单、催收、验单、议付
、转让、保兑等服务。

开证：1.5‰-3‰，有效期超过一个季度，每季加收0.5‰-1‰，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
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300元/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修改：不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或展期后有效期仍在一个季度内的，100元/笔；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分别收取增额
及展期部分手续费，增额按开证标准收取，展期按每季度0.5‰-1‰收取，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
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展期费用按增额后信用证金额计算；
撤销/退单：100元/笔；
付款确认：1.5‰-3‰/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
低200元/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付款：100元/笔，并向卖方客户收取100元/笔；
不符点：500元/笔，向卖方客户收取；
拒付/无偿放单/通知/修改通知/催收：100元/笔；
议付/委托收款验单：1‰，最低200元/笔；
转让：1‰，最低300元/笔，最高1000元/笔；
保兑：1‰-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300元
/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701 进口信用证

提供进口信用证开证、修改/撤销/退单服
务，提供信用证项下承兑、无偿交单、付款
、拒付、处理进口信用证项下不符点单据等
服务

开证：0.75‰-1%，有效期超过一个季度，每季加收0.25‰-3‰，不足一个季度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
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300元/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修改：不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或展期后有效期仍在一个季度内的，100元/笔；涉及增额或展期的修改，分别收取增额
及展期部分手续费，增额按开证标准收取，展期按每季度0.25‰-3‰收取，不足一个季度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
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展期费用按增额后信用证金额计算；
撤销/退单：100元/笔；
承兑：1‰-4.5‰/季，不足一个季度的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200
元/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不符点：80美元/笔，向境外客户收取等值外汇（可参考国外银行的收费标准执行对等原则）；
无偿放单：200元/笔；
付款：100元/笔，并向境外客户收取50美元/笔。
拒付：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702 出口信用证
提供出口信用证保兑、承兑、催收、付款、
通知/转递、转证、无偿交单/换单/退单、修
改/预通知/撤销、议付/验单等服务

保兑：3‰-5‰/季，不足一个季度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300元/
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承兑：1‰-3‰/季，不足一个季度按一个季度收取，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200元/
笔，可按季或一次性收取；
催收：100元/笔，按每单业务收取；
付款：1.5‰-3‰，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200元/笔；
通知/转递：200元/笔；
转证：1‰，最低300元/笔，最高1000元/笔；
无偿放单/换单或其他修改/退单：100元/笔；
修改/预通知/撤销：100元/笔；
验单：1.25‰-3‰，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801 出口托收

接受国内出口商委托，向国外代收行寄单，
向国外进口商收取货款，并提供跟单托收项
下更换单据、向付款人无偿放单、催收、退
单服务；或通过国外代收行或付款行收取金
融单据项下款项，并提供光票托收项下退票
服务

出口跟单托收：1‰-3‰，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200元/笔；
出口托收指示修改/无偿交单/催收/退单：100元/笔；
光票托收：1‰，最低50元/笔，最高1000元/笔；
出口托收退票：50元/笔，国外费用按实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802 进口代收

国外出口商（委托人）通过其往来银行（托
收行）寄来单据，委托民生银行（代收行）
向进口商（付款人）收取货款；在进口代收
项下，民生银行向进口商提供无偿放单、拒
付退单等服务，在进口商承兑远期汇票后将
全套单据交给进口商，并提供对外付款服务

进口代收：1‰-3‰，根据客户资信状况、业务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费率，最低200元/笔，最高2000元/笔；
进口代收无偿放单/拒付/退单：100元/笔；
进口代收提示承兑：150元/笔；
进口代收付款：100元/笔，并向境外客户收取25美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901
小币种汇款手续
费

民生银行协同部分账户行，为客户提供民生
银行可清算货币以外的小币种清算服务，包
含跨币种付汇和跨币种收汇两种业务模式

1‰，同时，按照民生银行国际结算手续费收费标准向客户正常收取结算手续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902 银行承兑汇票 民生银行对出票企业提供银票承兑服务 客户实际签发汇票金额的0.5‰。 暂无 暂无 暂无

1.8 出口托收、进口代收

1.7 国际信用证服务

1.9 其他结算服务

1.6 国内信用证服务

1.5 POS服务



收付易（批量含单笔收付款）结算手续费 ：协议定价。 暂无 暂无 暂无

网络收款业务手续费：
（1）汽车金融类：对公及个人客户，单笔金额的0.08%，最低2元，最高50元；
（2）融资租赁类：对公及个人客户，单笔金额的0.15%，最低2元，对私最高50元，对公最高100元；
（3）其他：对公客户，批量代收5-7元/笔，实时代收8-10元/笔；个人客户，批量代收1-2元/笔，实时代收2-3元/笔。

经营机构可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和客户综合贡献
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

2020年1月 2022年12月31日

网络付款业务手续费：
0.05-10元/笔，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经营机构可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和客户综合贡献
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

2020年1月 2022年12月31日

2010904
委托收款、托收
承付

委托收款是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
项的结算方式。
托收承付是根据购销合同由收款人发货后委
托银行向异地付款人收取款项，由付款人向
银行承认付款的结算方式

采用邮寄划回方式：（1）手续费：1元/笔；（2）邮电费：普通1元/笔，快件5元/笔，特快专递：快递公司邮递费+邮电部
门规定的邮电费附加（如有）。
采用电报划回方式：（1）手续费：1元/笔；（2）电报费：普通5.85元/笔，加急11.7元/笔，特快专递：快递公司邮递费
+邮电部门规定的邮电费附加（如有）。
发出委托：托收银行负责寄送单据的，可以向收款人能收取单程邮费。
资金划回：通过邮电部门拍发电报或邮寄信件办理汇兑业务的，按邮电部门的标准收取邮电费，不得收取柜台转账汇款费
。通过柜面转账汇款方式划回的，付款银行向付款人按柜面转账汇款收费标准收取电子汇划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2010905 票据交换 为客户提供办理票据交换业务相关服务

同城票据电子交换手续费（宁波分行适用）：每笔不超过1元。
同城票交系统电子汇划手续费（南通支行适用）：5元/笔。
同城票交电子清算服务费（盐城地区适用）：2.50元/笔。
同城票据特快传递邮电费（镇江支行适用）：2.50元/笔。
同城票交电子清算邮电工本费（盱眙支行适用）：2.50元/笔。
票据交换提出贷方邮电费（同城或深穗或大广州）（深圳分行或江门异地支行适用）: 2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关于核定同城票据电子交换手续
费的批复》、甬价费[2002]204
号、镇价费［1996]第243号、
镇银发［1996]第19号、苏价服
（2001）175号、淮银发
（1996）376号、盐市价发
（1998）138号

2010906 支票收款 为客户提供票据收款服务

支票托收（深圳分行适用）：2元/笔。
票据托收业务邮电费（适用于深穗及大广州同城票据交换）（江门异地支行适用）： 2元/笔。
支票直通车业务（宁波分行适用）： POS机具发起的支票直通车业务，向收款人（特约商户）收取交易金额的0.5‰，最低
2元、最高10元的手续费。
未使用支付密码器的单位选择实时模式办理编制支付密码支票收款业务手续费（宁波分行适用）：1.8元/笔，向收款单位
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提供批量扣款、付款服务批量收付款201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