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服务项目 品种/交易 适用客户 效用功能 注释

同城系统内柜台存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为本行本地存款账户办理存
款业务。

同城系统内柜台取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为本行本地存款账户办理取
款业务。

异地系统内柜台存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为本行异地存款账户办理人
民币存款业务。

异地系统内柜台取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为本行异地存款账户办理人
民币取款业务。

同城系统内ATM存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同城ATM上办理存款。
同城系统内ATM取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同城ATM上办理取款。
异地系统内ATM取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异地ATM上办理取款。
异地系统内ATM存款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异地ATM上办理存款。
民生白金理财信用卡本行取现
手续费

白金理财信用卡持卡客户
民生白金理财信用卡持卡人本行柜台或自助
设备预借现金免费

民生年轻卡本行取现手续费 年轻卡信用卡持卡客户
民生年轻卡信用卡持卡人本行柜台或自助设
备预借现金免费

民生通宝分期信用卡本行取现
手续费

民生通宝分期信用卡持卡
客户

民生通宝分期信用卡持卡人本行柜台或自助
设备预借现金免费

溢缴款本行领回手续费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民生信用卡持卡人在本行柜台或自助设备领
回溢缴款免费

同城系统内柜台转账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为本行本地存款账户办理转
账业务。

异地系统内柜台转账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为本行异地存款账户办理人
民币转账业务。

同城系统内ATM转账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同城ATM上办理转账。
异地系统内ATM转账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异地ATM上办理转账。
手机银行本行汇款（含主动收
款）

手机银行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向本行账户汇款

手机银行他行汇款（网银互
联）

手机银行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网银互
联汇路）

手机银行他行汇款（小额实时
支付）

手机银行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小额实
时汇路）

手机银行他行汇款（大额实时
支付）

手机银行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大额实
时汇路）

个人网上银行本行汇款（含主
动收款）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本行账户汇款

个人网上银行他行汇款（同城
票交）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同
城票交汇路）

个人网上银行他行汇款（网银
互联）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网
银互联汇路）

个人网上银行他行汇款（小额
实时支付）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小
额实时支付汇路）

个人网上银行他行汇款（大额
实时支付）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大
额实时汇路）

个人网上银行他行汇款（同城
支付）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他行账户汇款（通过同
城支付汇路）

个人网上银行伙伴账户间汇款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小微网上银行向伙伴账户汇款
电话银行同名转账（同城本
行）

电话银行客户
使用电话银行进行本人名下同城本行账户间
的资金互转

电话银行同名转账（异地本
行）

电话银行客户
使用电话银行进行本人名下异地本行账户间
的资金互转

手机银行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 手机银行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向救灾专用账户汇款
个人网上银行向救灾专用账户
捐款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使用个人网上银行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

9 境内汇入汇款解付 境内汇入汇款解付 个人客户
将境内汇入款项划入客户在我行开立帐户内
。

10
境外汇入汇款手续费 境外汇入汇款手续费 个人客户

将境外汇入款项划入客户在我行开立帐户内
。

11 手机银行跨行通 手机银行跨行通 手机银行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完成多银行账户资金集中管理

中国民生银行个人客户免费服务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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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柜台本行存、取款

个人ATM本行存、取款

信用卡本行取现

个人柜台及ATM本行转账

手机银行转账汇款

个人网银转账汇款

电话银行同名转账

个人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汇款



个人存折开立手续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开立存折。
个人存单开立手续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开立存单。
个人借记卡开卡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开立磁条借记卡。

信用卡开户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指持卡人与银行建立关系，开设信用卡账户
。

个人存折销户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办理个人存折销户业务。
个人借记卡销户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办理个人借记卡销户业务。

个人信用卡销户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指持卡人终止接受协议并不再接受服务，同
时终止协议及撤销信用卡账户。

14 个人借记卡年费 个人借记卡年费
我行个人客户(不符合优惠
标准的国际卡除外)

客户使用我行借记卡。

15 个人存折补登 个人存折补登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办理个人存折补登业务。
16 借记卡重写磁 借记卡重写磁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办理借记卡重写磁业务。

17 个人借记卡/存折/存单挂失 个人借记卡/存折/存单挂失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个人借记卡/存折/存单挂失
业务。

18
个人账户新增、变更客户基本
信息

个人账户新增、变更客户基本
信息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个人账户新增、变更客户基
本信息业务。

个人账户查询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个人账户查询业务。
系统内ATM查询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同城ATM上办理查询业务。

20 个人账户对账单服务 个人账户对账单服务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柜台办理个人账户对账单服务。
基金净值查询 个人客户 对我行代销基金的最新净值进行查询。

基金业务查询 个人客户
客户对在我行进行的基金交易的结果进行查
询。

个人客户零钞清点 个人客户 我行柜台为客户提供零钞清点服务。
外币零钞清点费 个人客户 我行柜台客户提供外币零钞清点服务。
个人客户残币清点 个人客户 我行柜台客户提供残币清点服务。
个人客户零钞兑换 个人客户 我行柜台客户提供零钞兑换服务。
个人客户残币兑换 个人客户 我行柜台客户提供残币兑换服务。
代收水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缴纳水费业务。
代收电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缴纳电费业务。
代收燃气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缴纳燃气费业务。
代收物业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缴纳物业费业务。
代收通讯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缴纳通讯费业务。

25 第三方存管账户开户 第三方存管账户开户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合作券商的三方存管开户业
务。

26 第三方存管账户管理费 第三方存管账户管理费 个人客户
我行为客户提供三方存管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服务。

27 第三方存管转账手续费 第三方存管转账手续费 个人客户
客户三方存管银证转账时收取的汇兑手续费
。

28 代理基金转托管 代理基金转托管 个人客户
客户将其在他行的基金份额转入我行或将其
在我行的基金份额转出至他行。

29 个人国债到期兑付 个人国债到期兑付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购买的国债到期后连本带息划入
在我行开立的账户中。

个人账户柜台重置查询密码或
交易密码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办理个人借记卡柜台重置查询密
码或交易密码业务。

自助银行修改密码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自助银行办理修改密码业务。
手机银行密码重置 手机银行客户 重置手机银行登录密码
个人网上银行密码重置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重置个人网上银行登录密码

信用卡重置密码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通过本行客服及ATM渠道修改密码免费，通
过本行客服重置密码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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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开户

个人账户销户

个人账户查询

个人基金查询

个人客户零钞、残币清点

个人客户零钞、残币兑换

个人客户代收公共事业费

个人账户密码修改/密码重置



自助银行代理缴费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自助银行办理代理缴费。
自助查询机打印明细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自助查询机打印明细账单。
自助查询机定、活互转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自助查询机办理定活互转。
自助查询机理财功能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自助查询机办理理财业务。
自助查询机缴费功能 个人客户 客户在我行自助查询机办理缴费。

32 保管箱开箱 保管箱开箱 个人客户 为客户开箱。

机场贵宾通道 白金卡级达标以上客户
为客户提供指定机场托运行李、专用安检等
服务。

火车站贵宾通道 银卡级达标以上客户 为客户提供指定火车站贵宾通道服务。

高尔夫贵宾通道
金卡级达标以上客户（具
体以分行规则为准）

为客户提供在我行指定场地的畅打活动。

医疗贵宾通道 白金卡级达标以上客户
为客户提供在我行签约医疗机构预约挂号的
服务。

34 个人贷款提前还款 个人贷款提前还款 个人客户 我行客户办理个贷提前还款。
35 打印个人贷款还款计划表 打印个人贷款还款计划表 个人客户 为我行客户打印还款计划表。
36 查询征信系统 查询征信系统 个人客户 为我行个贷客户查询个人征信系统。
37 个人贷款信息查询 个人贷款信息查询 个人客户 为我行个贷客户查询在我行贷款信息。

个人客户
小微客户

39 个人按揭业务提前还款证明 个人按揭业务提前还款证明 个人客户
我行为个人客户出具按揭贷款提前还款相关
证明所收取的费用。

40 个人网上银行证书补发 个人网上银行证书补发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 补发个人网上银行证书

41 凭证式国债开户 凭证式国债开户 个人客户

面向个人投资者代销、兑付凭证式国债。凭
证式国债是指国家采取不印刷实物券，而用
填制国库券收款凭证的方式发行的国债。它
是以国债收款凭单的形式来作为债权证明，
不可上市流通转让，但可以提前兑付。

42 凭证式国债认购 凭证式国债认购 个人客户

面向个人投资者代销、兑付凭证式国债。凭
证式国债是指国家采取不印刷实物券，而用
填制国库券收款凭证的方式发行的国债。它
是以国债收款凭单的形式来作为债权证明，
不可上市流通转让，但可以提前兑付。

43 凭证式国债的非交易过户 凭证式国债的非交易过户 个人客户

面向个人投资者代销、兑付凭证式国债。凭
证式国债是指国家采取不印刷实物券，而用
填制国库券收款凭证的方式发行的国债。它
是以国债收款凭单的形式来作为债权证明，
不可上市流通转让，但可以提前兑付。

44 储蓄（电子式）国债开户 储蓄（电子式）国债开户 个人客户
面向境内中国公民储蓄类资金发行的，以电
子方式记录债权不可交易流通的人民币债券
。

45 储蓄（电子式）国债认购 储蓄（电子式）国债认购 个人客户
面向境内中国公民储蓄类资金发行的，以电
子方式记录债权不可交易流通的人民币债券
。

31

33

38 个人贷款额度承诺
我行为客户在我行办理个人贷款的额度承诺
。

自助银行服务

个人贵宾客户增值服务

个人贷款额度承诺



46
储蓄（电子式）国债的非交易
过户

储蓄（电子式）国债的非交易
过户

个人客户
面向境内中国公民储蓄类资金发行的，以电
子方式记录债权不可交易流通的人民币债券
。

47 记账式柜台国债债券买入 记账式柜台国债债券买入 个人客户
柜台记账式国债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在商业
银行柜台发行，以记账方式登记债权的政府
债券。

48 记账式柜台国债债券卖出 记账式柜台国债债券卖出 个人客户
柜台记账式国债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在商业
银行柜台发行，以记账方式登记债权的政府
债券。

49 记账式柜台国债非交易过户 记账式柜台国债非交易过户 个人客户
柜台记账式国债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在商业
银行柜台发行，以记账方式登记债权的政府
债券。

50 记账式柜台国债转托管申请 记账式柜台国债转托管申请 个人客户
柜台记账式国债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在商业
银行柜台发行，以记账方式登记债权的政府
债券。

51 贷记卡被伪冒换新卡 贷记卡被伪冒换新卡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持卡人贷记卡被伪冒领取后，要求我行为其
更换新卡。

52 贷记卡到期补寄新卡 贷记卡到期补寄新卡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贷记卡到期需要更换新卡时，民生银行会向
持卡人邮寄新卡。

53
挂号信邮寄卡片、补制纸质账
单免挂号费

挂号信邮寄卡片、补制纸质账
单免挂号费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挂号信邮寄卡片、补制纸质账单收取的挂号
费。

54 对账单打印 对账单打印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以纸质或电子方式提供本行当月标准格式对
账单的收费（至少每月一次）。

55 对账单邮寄 对账单邮寄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本行当月对账单的邮寄费用。
56 修改信用卡对账单地址信息 修改信用卡对账单地址信息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修改信用卡对账单地址信息。
57 修改信用卡寄送地址信息 修改信用卡寄送地址信息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修改信用卡寄送地址信息。
58 贷记卡账户临时冻结 贷记卡账户临时冻结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暂时停止对贷记卡账户的任何操作。

贷记卡调整永久信用额度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在持卡人用卡已达六个月并有良好还款记录
之后，民生银行根据持卡人的用卡情况对持
卡人的永久额度主动进行调整。

贷记卡调整临时信用额度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在持卡人用卡已达三个月并有良好还款记录
之后，持卡人可以通过致电24小时持卡人服
务热线提出临时调整额度的申请。

60 境外ATM查询费 境外ATM查询费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持卡人于境外ATM查询民生信用卡时收取的
费用。

61 贷记卡异常交易提醒 贷记卡异常交易提醒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针对异常交易，通过电话或短信的形式通知
持卡人。

62 消费电子邮件（留学生卡） 消费电子邮件（留学生卡） 留学生信用卡持卡客户
留学生卡持卡人每消费一笔次日收到我行的
电子邮件关于此次消费明细的通知。

63 贷记卡购汇还款 贷记卡购汇还款 所有信用卡持卡客户

如果持卡人提供了人民币借记卡卡号，并且
未选择用借记卡美元还信用卡欠款，系统自
动默认先用信用卡溢缴款购汇，如果溢缴款
不足，差额部分用借记卡人民币存款购汇。
如果持卡人没有提供借记卡卡号，系统自动
默认使用信用卡溢缴款购汇。

保险计划 符合我行投保条件的客户 赠送保险涉及人身意外险、财产险等险种

道路救援
符合信用卡中心免费开通
道路救援条件的持卡客户

为持卡人提供道路救援服务

PP卡
符合信用卡中心申领pp卡
规则的持卡客户

为持卡人提供全球PP卡休息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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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调整信用额度

信用卡贵宾客户增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