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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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记卡同城他行ATM取款：
优享客户：每自然月前3笔免费，从第4笔起每笔收费2
元；银卡客户每自然月前5笔免费，从第6笔起每笔收费2
元；金卡客户、白金客户和钻石客户免费；智家卡每自然
月前5笔免费，从第6笔起每笔收费2元；薪资理财卡、银
证理财卡、行庆珍藏版梦想卡、天天盈卡、民生家园卡免
费。

依据《关于降低自动取款机（ATM）跨
行取现手续费的倡议书》

2021年7月25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借记卡异地他行ATM取款:
优享客户3元/笔，银卡客户每自然月前1笔免费，金卡客
户每自然月前3笔免费，白金客户和钻石客户免费。

依据《关于降低自动取款机（ATM）跨
行取现手续费的倡议书》

2021年7月25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农民工借记卡特色服务（在农信社等银行网点或助农服务
点提现）:取现金额的0.5%，最低1元，最高20元。

每客户每自然月前6笔免费 2022年9月9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进
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
指导意见》（银发〔2014〕
235号）

信用卡溢缴款领回手续费:（1）柜台交易：本行免费，他
行按照他行柜面业务相关规定收取；
（2）ATM交易：人民币：本行免费，他行1%领回金额，最
低人民币1元，最高人民币200元。

暂无 暂无 暂无

信用卡预借现金手续费-人民币：预借现金交易金额的
0.5%(本行)/1%(跨行)，最低每笔收取人民币1元，最高每
笔收取人民币200元。

in卡、zì定义卡本行渠道预借现金免手
续费

自发卡之日起 2022年12月31日

个人跨行通存通兑（宁波地区）：柜面转账每笔2元，柜
面现金业务：交易金额0.5%，最高50元。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人民银行规定。《宁
波市银行支付结算工作联席会
议纪要》（2014年第2号）

个人跨行通存通兑（苏州地区）：2.5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人民银行规定。《关
于做好同城跨行结算收费工作
的通知》（苏银会秘【2006】
056号）

柜台异地本行外币存款(含转入):
优享客户交易金额5‰，最低等值2美元，最高等值10美元
（可以收等值人民币）。银卡客户、金卡客户、白金客户
和钻石客户免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柜台异地本行外币取款(含转出):
优享客户交易金额5‰，最低等值2美元，最高等值10美元
（可以收等值人民币）。银卡客户、金卡客户按交易金额
2.5‰，最低等值2美元，最高等值10美元（可以收等值人
民币）；白金客户和钻石客户免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借记卡境外取现手续费:交易金额的1%,最低2美元/笔，最
高10美元/笔(VISA渠道)；
15元/笔(银联渠道)。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VISA国际卡组织有关规
定，持卡人在境外通过VISA网
络进行ATM取现时，除发卡行
向持卡人收取的手续费外，自
助机具所属银行对持卡人可酌
情收取收单行手续费，具体收
费标准请持卡人向该行咨询。

国际借记卡境外紧急取现服务费:
普卡、银卡：175美元/笔；金卡、钻石卡免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信用卡溢缴款领回手续费:柜台交易：本行免费，他行按
照他行柜面业务相关规定收取
ATM交易：外币：3%领回金额，最低3美元/2欧元/2英镑/4
澳元/4加元/300日元，最高50美元/49欧元/40英镑/71澳
元/64加元/6700日元。

暂无 暂无 暂无

信用卡预借现金手续费-外币：预借现金交易金额的3%，
最低每笔收取3美元/2欧元/2英镑/4澳元/4加元/300日
元，最高每笔收取50美元/49欧元/40英镑/71澳元/64加元
/6700日元。

暂无 暂无 暂无

信用卡境外紧急服务手续费-预借现金:每笔175美元/125
欧元/125英镑/205澳元/205加元。

暂无 暂无 暂无

跨行转账（ATM渠道或助农服务点转账（他代本POS渠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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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 暂无 暂无

预约汇款：
（1）异地本行汇款：免费；
（2）同城他行汇款：优享客户2元/笔；贵宾客户：银卡
客户、金卡客户、白金客户和钻石客户免费；薪资理财卡
免费；
（3）异地他行汇款：优享客户：0-5万（含），0.1%，最
高不超过10元；5万元以上的，0.02%，最高限价50元2、
贵宾客户：银卡客户、金卡客户：0-5万（含），0.05%，
最高不超过5元，5万元以上的，0.01%，最高限价50元；
白金客户、钻石客户、薪资理财卡免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乐收银汇款（POS转账交易服务费）:
(1)行内汇款：免费；
(2)普通跨行汇款：交易金额的1‰，普通跨行汇款最低2
元，最高35元；
(3)快速跨行汇款：交易金额的1‰，最低5元，最高5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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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卡、钻石
卡免。商户卡享受银卡优惠标准。

暂无 暂无 暂无

同城转账汇款（同城票交、人行通等其他地方人民银行另
有规定的方式）：按当地人民银行规定执行。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人民银行规定执行

中国民生银行个人客户市场调节价服务名录

1010102 外币存取款
为客户提供各种渠道的外币存、
取款服务

1010201 人民币转账汇款
为客户提供各种渠道的人民币转
账汇款服务

一、支付结算业务

1.1存取款服务

1010101 人民币存取款
为客户提供各种渠道的人民币存
、取款服务

1.2转账汇款



柜面境外汇出汇款：分为手续费和电报费
（1）手续费：优享客户和银卡客户收取汇款金额的1‰，
最低50元/笔，最高200元/笔；金卡客户每自然年前1笔免
费，白金客户和钻石客户每自然年前3笔免费。
（2）电报费为境内及港澳台地区100元/次，其他国家/地
区200元/次。
如以外币现钞汇出，另收买卖差价。
香港快汇：我行内地分行个人账户向香港分行个人账户汇
款，手续费标准同上，不收取电报费。

手续费、电报费均5折优惠 2022年2月25日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境外汇出汇款修改/退汇：5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境外汇出汇款挂失/止付:5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境外汇入汇款-转汇:汇款金额的1‰,最低50元/笔,最高
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境外汇入汇款-退汇:解付前退汇150元/笔；解付后退汇1
‰，最低50元/笔，最高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境内外币汇出汇款：1‰(最低20元/笔,最高20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境内外币汇入汇款退汇：150元/笔（解付前）参照汇出汇
款执行（解付后）。

暂无 暂无 暂无

个人网上银行境外汇款：
汇款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5‰，以汇款当日外汇牌价折
合人民币收取,最低人民币25元/笔，最高人民币100元/笔
。
电报费：港澳台地区50元/次，其他国家/地区100元/次
香港快汇：我行内地分行个人账户向香港分行个人账户汇
款，手续费标准同上，不收取电报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使用外币现钞做境外汇款业
务，另收买卖差价。小微网上
银行的收费标准参照个人网上
银行。

个人手机银行境外汇款：
汇款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5‰，以汇款当日外汇牌价折
合人民币收取,最低人民币25元/笔，最高人民币100元/笔
。
电报费：港澳台地区50元/次，其他国家/地区100元/次
香港快汇：我行内地分行个人账户向香港分行个人账户汇
款，手续费标准同上，不收取电报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使用外币现钞做境外汇款业
务，另收买卖差价。

个人外汇现汇资金跨行划拨业务（宁波地区）：20元/笔
(或等值外汇)。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人民银行规定。《宁
波市银行支付结算工作联席会
议纪要》、《关于同城电子交
换系统业务收费标准事项的通
知》

1010301 跨行通 完成多银行账户资金集中管理
个人网上银行跨行通：1元/笔，网银互联渠道资金归集暂
免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小微网上银行的收费标准参照
个人网上银行

1010302 委托收款
为我行个人客户提供委托收款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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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快递公司发出托收的，收取快递公司邮电费：快递公
司邮递费+邮电部门规定的邮电费附加
资金划回：
邮寄划回：邮费：普通：1.00，快件：5.00
电报划回：电报费：普通：5.85元，会计：1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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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收取电子汇划费。
通过电子汇划渠道划回的，付款银行向付款人按电子汇划
费收费标准收取电子汇划费。 

暂无 暂无 暂无

1010303 退汇 我行为客户提供退汇业务

手续费：0.50元/笔
信件退汇：邮费：普通：0.50元；快件：2.5元
电报退汇：电报费：普通：5.85元；快件：1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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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304
签发银行承兑汇
票

我行为客户签发银承汇票收取的
手续费

手续费，实际签发金额的0.5‰，工本费：0.28元。
小型微型企业客户免收取银行承兑汇票
工本费

2021年1月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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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305 外币兑换手续费
当持卡人于境外发生非人民币交
易时收取

交易币种与借记卡外币账户币种不同时：收取交易金额的
约1%。

暂无 暂无 暂无

1010306 外币票据托收

我行作为托收行，根据申请人委
托，代其向国外付款人收取不附
带商业单据的外币金融票据款项
、或要求退回票据所产生的费用

外币光票托收:票面金额的1‰,最低20元/笔,最高200元/
笔，邮费5元/笔；
（外币票据）退票 :20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1010307 外币携带证

出境人员携带一定金额外币现钞
出境，同时无入境申报记录或超
出最近一次入境申报外币现钞数
额记录的需申领携带证所产生的
费用

优享客户：10元/笔；银卡客户、金卡客户、白金客户和
钻石客户暂不收取。

暂无 暂无 暂无

1010308 差错处理服务
提供客户境外VISA系统业务调看
原始签购单、申请仲裁、仲裁评
审等服务

调单服务费：5美元/笔；
仲裁提交/仲裁评审服务费：250美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1010309 票据交换
为客户提供办理票据交换业务相
关服务

同城票交系统电子汇划手续费（南通适用）：5元/笔；
同城票交电子清算服务费（盐城适用）：2.50元/笔；
票据交换提出贷方（同城或深穗）-深圳地区：2元/笔；
票据交换提出贷方邮电费（适用于深穗及大广州同城票据
交换）:2元/笔；
同城票据特快传递邮电费（镇江适用）：2.50元/笔；
同城票交电子清算邮电工本费（盱眙适用）：2.50元/笔
。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执
行。苏价服（2001）175号、
盐市价发（1998）138号、镇
价费（1996）第243号，镇银
发（1996）第19号、淮银发
（1996）376号

1010310 票据托收 为客户提供票据托收相关服务
票据托收业务邮电费（适用于深穗及大广州同城票据交
换）：2元/笔；
支票托收（适用于深圳地区）：2元/笔。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根据当地人民银行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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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2 外币转账汇款
为客户提供各种渠道的外币转账
汇款服务

深圳地区外币实时支付：
1、外币深港实时支付(深圳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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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币同城实时支付(深圳地区)：等值1万元人民币以下
（含1万元）收人民币5元；等值1万-5万元人民币以下
（含5万元）收人民币10元；等值5万-10万元人民币以下
（含10万元）收人民币15元；等值10万-100万元人民币以
下（含100万元）收人民币20元；等值100万元人民币，按
0.2‰收取，最高收费不超过200元。

暂无 暂无

1.3其他支付结算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