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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价格
[ 号2014]268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收费依据 收费依据 

    发文机关      发文机关      发文机关  发文文号发文文号发文文号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通过柜台将个⼈客⼾
资⾦从本⾏账⼾（不
含信⽤卡）转移到其
他银⾏（含同城和异
地）账⼾。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1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发改价格
[2014]268号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
的资⾦从本⾏账⼾转
移到其他银⾏（含同
城和异地）的账⼾。

2

发改价格
[ 号2014]268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将个⼈客⼾现⾦汇⼊
异地本⾏账⼾或汇⼊
其他银⾏（含同城和
异地）的账⼾。

3

发改价格
[ 号2014]268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为对公客⼾办理⽀票
业务。4

发改价格
[ 号2014]268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为对公客⼾办理⽀票
挂失业务。5

发改价格
[ 号2014]268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出售给对公客⼾的⽀
票凭证。6

�个⼈跨⾏柜台转账
汇款（政府指导价）

对公跨⾏柜台转账
汇款（政府指导价）

个⼈现⾦汇款
（政府指导价）

⽀票⼿续费
（政府指导价）
⽀票挂失费
（政府定价）
⽀票⼯本费
（政府定价）

个⼈类客⼾

公司类客⼾

未在本⾏开⼾
的个⼈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1 0.2万元（含）以下，2元/、 笔；
0.2万元〜0.5万元（含），5元/笔；
0.5万元〜1万元（含），10元/笔；
1万元〜5万元（含），15元/笔；
5万元以上， 0.03%/汇款⾦额的 笔；
实时到账，按规定收费标准基数加收
20%；最⾼50元/笔。
2、电⼦银⾏汇票业务视同汇款，其收费
按照此标准收取。

按汇款⾦额的 收取；0.5%
实时到账，按规定收费标准基数加收

最⾼ 元/笔。20%； 50

0.6元/笔。在出售票据时收取；票据未⽤
退回时，返还⼿续费。

按票⾯⾦额的 收取，不⾜ 元收取0.1% 5 5
元。

0.4元/份。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服务价格标准表

1、1万元（含）以下，5元/笔；
1万元〜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元〜100万元（含），20元/笔；
100万元以上，汇款⾦额的0.002%/笔；实
时到账，按规定收费标准基数加收20%；
最⾼100元/笔。
2、电⼦银⾏汇票业务视同汇款，其收费
按照此标准收取。

1、2020.1.1〜2020.12.31
期间商卡⾦卡及以上客⼾
免收⼿续费。
2、2020.1.1〜2020.12.31
期间普通客⼾每⽉前3笔
业务免收⼿续费。
3、汇划财政⾦库、救灾、
抚恤⾦等款项免收⼿续费。
4、2020.1.1〜2020.12.31
期间电⼦银⾏汇票业务免
收⼿续费。

1、2020.1.1〜2020.12.31
期间电⼦银⾏汇票业务
免收⼿续费。
2、汇划财政⾦库、救灾、
抚恤⾦等款项免收⼿续费。
3、2020.1.1〜2020.12.31
期间⽀付密码账⼾通过在
线⽀付渠道办理的，免收
⼿续费。
4、2020.1.1〜2020.12.31
期间同业资⾦转账免收⼿
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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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挂失费
（政府定价)

发改价格
[ 号2017]1250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8

本票⼯本费
（政府定价）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9

银⾏汇票⼿续费
（政府指导价）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10

银⾏汇票挂失费
（政府定价）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11

银⾏汇票⼯本费
（政府定价）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

全⾏

全⾏

全⾏

全⾏

全⾏

为个⼈或对公客⼾办
理本票挂失业务。

出售给个⼈或对公客
⼾的本票凭证。

为个⼈或对公客⼾办
理银⾏汇票业务。

为个⼈或对公客⼾办
理银⾏汇票的挂失业
务。

出售给个⼈或对公客
⼾的银⾏汇票凭证。

12

个⼈类客⼾、
公司类客⼾

个⼈类客⼾、
公司类客⼾

个⼈类客⼾、
公司类客⼾

个⼈类客⼾、
公司类客⼾

个⼈类客⼾、
公司类客⼾

根据《国家发展改⾰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取
消和暂停商业银⾏部分基础⾦融服务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号）2017 1250
⽂件，⾃ 年 ⽉ ⽇起暂停收费。2017 8 1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收费依据 收费依据 

    发文机关      发文机关      发文机关  发文文号发文文号发文文号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服务价格标准表

根据《国家发展改⾰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取
消和暂停商业银⾏部分基础⾦融服务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号）2017 1250
⽂件，⾃ 年 ⽉ ⽇起暂停收费。2017 8 1

发改价格
[ 号2017]1250

根据《国家发展改⾰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取
消和暂停商业银⾏部分基础⾦融服务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号）2017 1250
⽂件，⾃ 年 ⽉ ⽇起暂停收费。2017 8 1

发改价格
[ 号2017]1250

根据《国家发展改⾰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取
消和暂停商业银⾏部分基础⾦融服务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号）2017 1250
⽂件，⾃ 年 ⽉ ⽇起暂停收费。2017 8 1

发改价格
[ 号2017]1250

发改价格
[ 号2017]1250

根据《国家发展改⾰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取
消和暂停商业银⾏部分基础⾦融服务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号）2017 1250
⽂件，⾃ 年 ⽉ ⽇起暂停收费。2017 8 1

本票⼿续费
（政府指导价）

个⼈类客⼾、
公司类客⼾

发改价格
[ 号2017]1250

国家发展改⾰委、
中国银监会全⾏为个⼈或对公客⼾办

理本票业务。7

根据《国家发展改⾰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取
消和暂停商业银⾏部分基础⾦融服务收费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号）2017 1250
⽂件，⾃ 年 ⽉ ⽇起暂停收费。2017 8 1



浙商银⾏免费服务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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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序号  服务项目服务项目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浙商银⾏免费服务项⽬表

一、政府规定免费项目

个⼈储蓄账⼾开⼾⼿续费

个⼈储蓄账⼾销⼾⼿续费

本⾏个⼈银⾏结算账⼾开⼾⼿续费

本⾏个⼈银⾏结算账⼾销⼾⼿续费

同城本⾏存款⼿续费（贷记卡账⼾除外）

同城本⾏取款⼿续费（贷记卡账⼾除外）

同城本⾏转账⼿续费（贷记卡账⼾除外）

密码修改⼿续费

密码重置⼿续费

通过本⾏柜台提供的境内本⾏查询服务收费

通过本⾏ATM机具提供的境内本⾏查询服务收费

通过本⾏电⼦银⾏等提供的境内本⾏查询服务收费

存折开⼾⼯本费

存折销⼾⼯本费

存折更换⼯本费

已签约开⽴代发⼯资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已签约开⽴退休⾦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已签约开⽴低保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已签约开⽴医保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已签约开⽴失业保险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已签约开⽴住房公积⾦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个⼈类客⼾和公司类客⼾22 向救灾专⽤账⼾捐款的跨⾏转账⼿续费

23 以电⼦⽅式提供12个⽉内（含）本⾏对账单的收费 个⼈类客⼾

24

25

以纸质⽅式提供本⾏当⽉对账单的收费（⾄少每⽉⼀次），部分⾦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对账单除外

以纸质⽅式提供12个⽉内（含）本⾏对账单的收费（⾄少每年⼀次），部分⾦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对账单除外

个⼈类客⼾

个⼈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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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序号  服务项目服务项目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26 ⼩微企业贷款承诺费及资⾦管理费（银团贷款除外） ⼩微企业客⼾

浙商银⾏免费服务项⽬表

⼆、本⾏⾃定免费项⽬

（⼀）个⼈⾦融

1
2
3
4
5
6
7
8
9

浙商e证书冻结、解冻、修改PIN码
⼿机银⾏⾏内转账⼿续费
“浙商e转⼊（⽹银资⾦归集）”⾏内转账⼿续费
⽹上银⾏⾏内转账⼿续费
零钞清点费
异地本⾏转账⼿续费（柜⾯）
异地本⾏存款⼿续费（柜⾯）
异地本⾏取款⼿续费（柜⾯）
储蓄账⼾和银⾏结算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公司⾦融
1

2
3
4
5
6

企业⽹银报销类⾏内转账⼿续费
浙商e证书冻结、解冻、修改PIN码
⼿机银⾏⾏内转账⼿续费
“浙商e转⼊（⽹银资⾦归集）”⾏内转账⼿续费
⽹上银⾏⾏内转账⼿续费
零钞清点费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个⼈异地本⾏柜台取现 个⼈类客⼾27
�根据客⼾申请，指定1个本⾏账⼾（不含信⽤卡、贵宾账⼾）年费★ 个⼈类客⼾28
�根据客⼾申请，指定1个本⾏账⼾（不含信⽤卡、贵宾账⼾）年费 公司类客⼾29
�根据客⼾申请，指定1个本⾏账⼾（不含信⽤卡、贵宾账⼾）⼩额账⼾管理费★ 个⼈类客⼾30
�根据客⼾申请，指定1个本⾏账⼾（不含信⽤卡、贵宾账⼾）⼩额账⼾管理费 公司类客⼾31

注：本⾏个⼈账⼾的年费和账⼾管理费（含⼩额账⼾管理费）免费范围包括且不限于第28项和第30项；详⻅《本⾏⾃定免费项⽬》个⼈⾦融类第9项和银⾏卡类第1项。



7 公司类客⼾
8
9

单据瑕疵修改、复印
补制遗失出⼝信⽤证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序号  序号  序号  服务项目服务项目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汇款解付

浙商银⾏免费服务项⽬表

（三）银⾏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商卡年费
商卡开卡⼯本费
商卡换领新卡⼯本费
商卡到期换卡⼯本费
通过本⾏ATM机具提供的同城存款⼿续费
通过本⾏ATM机具提供的同城取款⼿续费
通过本⾏ATM机具提供的异地存款⼿续费
通过本⾏ATM机具提供的异地取款⼿续费
通过本⾏ATM机具提供的境内跨⾏查询服务收费
商卡ATM机密码修改业务
信⽤卡境内跨⾏查询业务
受理申请短信通知
核准发卡短信通知
拒绝发卡短信通知
信⽤卡⾃动还款
信⽤卡购汇还款
余额变动提醒
到期还款短信提醒
到期换卡短信提醒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page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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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序号  服务项目服务项目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银联卡境内ATM跨⾏查询账⼾信息

年费扣收短信提醒

信⽤额度调整短信通知

⾃动还款不成功短信提醒

设置消费输密限额

变更客⼾信息

新增客⼾信息

修改信⽤卡对账单地址信息

修改信⽤卡寄送地址信息

⾃动还款账号变更通知

信⽤卡额度调整

电⼦对账单发送

异常交易提醒

催收短信提醒

挂失短信通知

销卡短信通知

过期信⽤卡账⼾管理

境内本⾏溢缴款领回⼿续费

本⾏异地存款或转账存⼊

公务卡年费

公务卡补发卡⼿续费

公务卡损坏卡⼿续费

公务卡提前换卡⼿续费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和VISA的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持卡⼈

浙商银⾏免费服务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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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公务卡挂失⼿续费

公务卡预借现⾦(现⾦提取、现⾦转账、现⾦充值)⼿续费

公务卡溢缴款领回⼿续费

银联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持卡⼈

序号  序号  序号  服务项目服务项目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浙商银⾏免费服务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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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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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单）折挂失1.1� 10元/份。 全⾏为个⼈客⼾办理存（单）折挂
失业务。1 2020.1.1〜2020.12.31期间

免收⼿续费。

2、⻅证类业务

个⼈存款证明2.1�

个⼈类客⼾

个⼈类客⼾ 全⾏出具存款账⼾指定时期余额情
况的书⾯证明。2 时点证明：20元/份；

时段证明：10元/份。
⾦卡及私⼈银⾏卡客⼾免
费。

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1、⽀付结算类业务

财业务委2.2�个⼈理
托资⾦证明 个⼈类客⼾ 全⾏

出具委托本⾏代为理财资⾦情
况的书⾯证明，反映客⼾在证
明开⽴⽇之前（不含开⽴⽇当
天）委托本⾏代为理财资⾦的
明细情况。

3 10元/份。 ⾦卡及私⼈银⾏卡客⼾免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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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委托贷款3.1� 个⼈类客⼾ 全⾏

根据委托⼈确定的贷款对象、
⽤途、⾦额、期限、利率等，
代为发放、监督使⽤并协助收
回贷款。

4

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3、代理类业务

按委托贷款⾦额和期限向委托⼈收取⼿续
费。委托贷款期限不⾜3个⽉的，按3个⽉
收取⼿续费。委托贷款业务⼿续费收取标
准为：
1、年⼿续费率0.05%〜0.5%；贷款发放时
⼀次性收取⼿续费的，年⼿续费率不低于
0.03%。
2、单笔⼿续费不⾜500元的，按500元收
取。
3、外币委托贷款业务⼿续费收取标准⽐照
⼈⺠币委托贷款业务⼿续费收取标准执⾏。

3.2�代理国债 个⼈类客⼾ 全⾏投资者提前兑取国债需⽀付的
⼿续费。

储蓄国债（电⼦式）、凭证式国债提前⽀取
：按提前⽀取⾦额的1‰收取（根据财政部
、⼈⺠银⾏有关规定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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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6

�汇款类

全⾏

全⾏

全⾏

4.1汇出汇款

全⾏7

办理外汇资⾦境外/境内跨⾏
汇划业务。

修改已发出的外汇汇款指⽰信
息。

办理查询外汇汇款相关信息的
业务。

办理外汇汇款的挂失、⽌付业
务。

保证外汇资⾦全额到达收款⾏，
中途不产⽣任何扣费。

按汇款⾦额的1‰收取，最低20元/笔，最
⾼200元/笔。另加电讯费：汇往境外银
⾏按100元/笔收取，汇往境内银⾏免收。

20元/笔。

20元/笔（国外银⾏需另⾏收取的查询费
⽤按实收取）。

20元/笔。

修改汇款
指⽰

汇出汇款
查询

挂失、⽌付

4.2汇出汇款
“全额到账”

个⼈类客⼾

个⼈类客⼾

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4、外汇类业务�

汇往境外汇
款/境内跨
⾏汇款

按汇往境外汇款/境内跨⾏汇款标准计收
⼿续费、电报费；另，加收全额到账费
⽤：
美元：每笔加收 美元；25
欧元：每笔加收 欧元；30
英镑：每笔加收 英镑；20
港币：每笔加收 港币；250
澳元：每笔加收 澳元；10
加拿⼤元：每笔加收 加拿⼤元；10
瑞⼠法郎：每笔加收 瑞⼠法郎；50
新加坡元：每笔加收 新加坡元；20
新西兰元：每笔加收 新西兰元；25
⽇元：每笔加收汇款⾦额的0.1%，最低
2500⽇元。

2020.1.1 2020.12.31〜 ⽹上银
⾏或⼿机银⾏办理享 折优8
惠（不含全额到账费）。

2020.1.1〜2020.12.31⽹上银
⾏或⼿机银⾏办理享8折优
惠。最低16元/笔，最⾼160
元/笔。汇往境外银⾏电讯
费按80元/笔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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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

电报�4.4SWIFT 个⼈类客⼾ 全⾏通过 系统发送电⽂产⽣SWIFT
的费⽤。9 100元/笔。

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4.5外币携带证 个⼈类客⼾ 全⾏提供外币携带证开⽴服务。10 10元/笔。

4.3汇⼊汇款

全⾏

8 全⾏

全⾏

办理查询汇⼊本⾏外汇汇款相
关信息的业务。

办理转汇业务。

将不属于本⾏或⽆法解付的外
汇汇⼊资⾦退回⾄汇款⽅。

按汇出汇款查询标准计收。

按转汇⾦额的1‰收取，最低10美元/笔，
最⾼100美元/笔，系统内免收。

10美元/笔，从退汇本⾦中扣收。已解付
受益⼈要求退汇的，按汇往境外汇款/境
内跨⾏汇款标准计收。

汇⼊款项
查询

转汇

退汇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浙商 证书5.1� e

⽹上银⾏服务5.2�

余额变动提醒5.3�

⽹上银⾏跨⾏5.4�
转账汇款

浙商 转⼊5.5“ e
（⽹银资⾦归集）”
转账汇款

page 19

⼯本费： 元/个。30
年费： 元/个/年。7

提供客⼾使⽤浙商 证书的服e
务。11

年费： 元/年。10 提供⽹上银⾏查询、转账等服
务。12 2020.1.1 020.12.31〜 期间免

收年费。

2 3元/⽉（绑定 个账⼾）。 提供实时短信提醒账⼾余额变
动的服务。13

1 5 2、同城： 万元（含）以下， 元/笔；
万元以上， 元/笔。5 5
、异地： 万元（含）以下， 元/笔；2 5 2
万元以上， 元/笔。5 10
、电⼦银⾏汇票业务通过⽹上银⾏办3
理，其收费按照此标准收取。

客⼾通过本⾏⽹上银⾏向⾏外
账⼾转账。14

15 1、⾏内：免费。
、跨⾏： 元/笔。2 2

客⼾通过本⾏⽹上银⾏或⼿机
银⾏，将本⾏或他⾏其他账⼾
⼩额资⾦实时划⼊本⼈本⾏账
⼾。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续费。

个⼈⽹银和个
⼈⼿机银⾏客
⼾

个⼈⽹银客⼾

个⼈类客⼾

个⼈⽹银客⼾

个⼈⽹银客⼾

全⾏

全⾏

全⾏

全⾏

全⾏

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5、电⼦银⾏业务

1、 2020.1.1〜 2020.12.31期
间跨⾏转账业务免收⼿续费
。
2、 2020.1.1〜 2020.12.31期
间电⼦银⾏汇票业务免收⼿
续费。

1、2020.1.1〜2020.12.31期
间私⼈银⾏及以上客⼾免费。
2、2020.1.1〜2020.12.31期
间开通起点⾦额200元及以
上的余额变动提醒通知短信
免收服务费。

常规电⼦银⾏渠5.6
道转账汇款

1、⾏内：免费。
2 5、跨⾏：转账⾦额 万元（含）以下，
元/笔；转账⾦额 万元以上， 元/笔。2 5 10

全⾏客⼾通过本⾏⼿机银⾏办理转
账。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续费。 个⼈类客⼾16

1、⾦卡及私⼈银⾏卡客⼾
⼯本费免费。
2、2020.1.1〜2020.12.31期
间个⼈客⼾通过柜⾯或⾃
助发卡机开通⽹上银⾏、
⼿机银⾏免收⼯本费。
3、年费：2020.1.1〜
2020.12.31期间免收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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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富管理业务

理财类产品业务6.1
个⼈类客⼾、⾼
资产净值客⼾及
私⼈银⾏客⼾

全⾏17 与客⼾协商确定，详⻅产品说明书或理财
产品协议等。

浙商银⾏个⼈⾦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增⾦·财富⾦6.2 个⼈类客⼾ 全⾏

客⼾通过本⾏⼿机银⾏、⽹上
银⾏、直销银⾏主动认购或协
议定投购买⻩⾦克重；客⼾通
过本⾏⼿机银⾏、⽹上银⾏、
直销银⾏赎回所持有的⻩⾦克
重。

18 1、认购⼿续费按认购⾦额的0.5%收取；������
2、赎回⼿续费按赎回⾦额的1%收取。⻩⾦积存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6.3个⼈理财产品转
让服务费

通过本⾏财市场
出让理财产品的
个⼈类客⼾

全⾏

已购买本⾏理财产品的个⼈客
⼾，通过本⾏财市场将符合条
件的理财产品出让给其他理财
客⼾，本⾏为出让⼈和受让⼈
双⽅提供信息中介服务。

19 按笔收费，按成交⾦额的0.1%向理财产品
出让⼈收取；最⾼100元/笔。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

接受客⼾的委托和授权，按照
与客⼾事先约定的投资⽅案和
⽅式进⾏投资、资产管理等，
收取相应的销售费、服务费及
管理费等。

20 7.1保管箱业务

�7、代保管业务

保管箱租赁

挂失费

凿箱费
(含换锁)
换锁费
租赁押⾦
选箱费
逾期滞纳⾦

提前退租违
约⾦

按照具体型号和规格采取协议⽅式定价。

钥匙挂失20元/次。

600 /次。元

500 /次。元

等额租⾦。
50元/次。
逾期天数*年租⾦*0.3%。

剩余租期不满半年的，不退剩余租⾦；
剩余租期超过半年以上的（含半年），
退给剩余⽉数租⾦的50%。

2020.1.1〜2020.12.31期间，
私⼈银⾏客⼾5折。

个⼈类客⼾
为客⼾提供保管箱租赁、挂
失、变更、换锁、凿箱、选
箱等服务

开办保管箱业
务的分⾏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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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挂失1.1� ⼿续费按票⾯⾦额的 收取，不⾜ 元0.1% 5
收取 元。5 全⾏

为对公客⼾办理除⽀票、本
票、银⾏汇票以外其他票据挂
失业务。

1

上⻔收送款1.2� 按收付款⾦额的 〜 收取，最低0.5% 1%
元/次，最⾼ 元/次。100 500 全⾏提供定点上⻔收（送）款服

务。2

单位结算账⼾1.3�
管理 全⾏提供管理结算账⼾服务。3

⽀付密码器1.4� ⼯本费 元/台。195
全⾏（其中不
含天津分⾏、
上海分⾏、宁
波分⾏）

提供⽀付密码器并编制资⾦⽀
付密码。4

托收凭证1.5� ⼿续费 元/笔；邮电费按当地邮政部⻔标1
准收取。 全⾏接受委托向付款银⾏寄送票据

并收取款项。5

存单挂失1.6� ⼿续费 元/份。10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全⾏为对公客⼾办理存单挂失业
务。6 2020.1.1〜2020.12.31期间免

收⼿续费。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1、⽀付结算类业务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管理费：
1、客⼾可享受⼀个免收管理费的结算账
⼾。
2、⽉⽇均存款余额⼩于1万元的，每⽉
收取10元/⼾；⼤于1万元(含)的免收当
⽉账⼾管理费。收费模式为按⽉计费，
于每年年末对本年费⽤⼀次性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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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2、⻅证类业务

资⾦证明2.1�

� 元/份。300 全⾏
办理开⽴验资账⼾、出具注册
(增资)验资等业务相关书⾯证
明。

7
100元/份。 全⾏

接受中介机构查询，出具反映
客⼾存款、表内外授信业务、
担保及委托理财资⾦等事项的
书⾯证明。

全⾏出具存款账⼾指定时期余额情
况的书⾯证明。

�验资服务

书⾯询证函
业务

单位存款
证明

资信证明2.2� 300元/份。 全⾏

本⾏接受客⼾申请，在本⾏记
录资料范围内，对客⼾结算、
融资等往来情况进⾏如实的描
述，以《资信证明书》的形式
证明客⼾业务实际状况的⼀种
咨询⻅证类业务。

8

监督⻅证2.3�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1%/ 全⾏为客⼾提供资产、账⼾、项⽬
类监督服务。9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融机构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1、时点证明：100元/份。
2、时段证明：100元/份。
3、基础有效期限为3个⽉，如果客⼾需要
延⻓证明有效期的，每增加3个⽉，按规
定收费标准基数加收50%，不⾜3个⽉按
3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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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公司委托贷款3.1� 全⾏
根据委托⼈确定的贷款对象、
⽤途、⾦额、期限、利率等，
代为发放、监督使⽤并协助收
回贷款。

10

1元/笔。
与本⾏签订委托
代理协议的公司
类客⼾

全⾏通过本⾏办理员⼯⼯资代发业
务。

2020.1.1〜2020.12.31期间免
收⼿续费。

与客⼾协商确定。 全⾏

代收代缴指定公共事业费、⾏
政事业收费或财政性收费、代
理销售各类充值卡、⻋/船/机
票、年卡等及其他收付业务
等。

公司类客⼾

与本⾏签订委托
代理协议的公司
类客⼾

代发⼯资3.2�11

代收代付3.3�12

代理保险3.4�13 与客⼾协商确定。 全⾏
代理收取财险、寿险的保险
费，代理⽀付保险⾦、保单红
利、理赔⾦等。

与本⾏签订合作
协议的保险公司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3、代理类业务�

⼿续费：与客⼾协商确定。⼩型、微型企
业（按四部委⼝径）免收。

与本⾏签订委托
代理协议的公司
类客⼾

全⾏
作为独⽴的第三⽅，接受委托
代为保管资⾦和监督资⾦收
付。

与客⼾协商确定。 全⾏代理基⾦管理公司为投资者提
供基⾦交易及相应配套服务。

与本⾏签订合作
协议的基⾦管理
公司

资⾦监管3.5�14

代销基⾦3.6�15

代销实物贵⾦属3.7�16 与客⼾协商确定。 全⾏代理销售实物贵⾦属产品。
与本⾏签订合作
协议的贵⾦属供
应商

按委托贷款⾦额和期限向委托⼈收取⼿续
费。委托贷款期限不⾜3个⽉的，按3个
⽉收取⼿续费。委托贷款业务⼿续费收取
标准为：
1、年⼿续费率0.1%〜1%；贷款发放时⼀
次性收取⼿续费的，年⼿续费率不低于
0.05%。
2、单笔⼿续费不⾜1000元的，按1000元
收取。
3、外币委托贷款业务⼿续费收取标准⽐
照⼈⺠币委托贷款业务⼿续费收取标准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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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与客⼾协商确定。 全⾏
代理深圳⾦融电⼦结算中⼼为
个⼈投资者在上海⻩⾦交易所
开⽴⻩⾦交易账⼾及提供相应
配套服务。

与本⾏签订合作
协议的深圳⾦融
电⼦结算中⼼

代理⻩⾦交易3.8�17

经纪业务3.9�票据18 与客⼾协商确定。 全⾏为客⼾提供票据贴现的经纪服
务。� 公司类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机构代理服务3.10�19 ⼿续费与客⼾协商确定。 全⾏
为客⼾提供代理销售、受托管
理、交易结构底层资产代理服
务。

公司类客⼾、⾦
融机构客⼾

业务3.11�其他代理20 ⼿续费与客⼾协商确定。 全⾏为客⼾提供项⽬及产品推介、
理财代理、代理实施等服务。 公司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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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汇出汇款 公司类客⼾

全⾏办理外汇资⾦境外汇款/境内
跨⾏汇划业务。

21

按汇款⾦额的1‰收取，最低50元/笔，最
⾼1000元/笔。另加电讯费：汇往境外银
⾏按100元/笔收取，汇往境内银⾏免收。

�汇款类

汇往境外汇
款/境内跨⾏
汇款

全⾏修改已发出的外汇汇款指⽰信
息。100元/笔。修改汇款

指⽰

全⾏办理查询外汇汇款相关信息的
业务。

100元/笔（国外银⾏需另⾏收取的查询费
⽤按实收取）。

汇出汇款
查询

全⾏办理外汇汇款的挂失、⽌付业
务。100元/笔。挂失、⽌付

公司类客⼾ 全⾏
保证外汇资⾦全额到达收款⼈，
遇个别国家银⾏与收款⼈另有
⼊账协议的除外。

22 4.2汇出汇款“全额到账”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4、外汇类业务�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2020.1.1 2020.12.31〜 期
间⽹上银⾏办理享 折8
优惠，最低 元/笔，40
最⾼ 元/笔。汇往800
境外银⾏电讯费按
80元/笔收取。

按汇往境外汇款/境内跨⾏汇款标准计收⼿
续费、电报费；另，加收全额到账费⽤：
美元：每笔加收25美元；
欧元：每笔加收30欧元；
英镑：每笔加收20英镑；
港币：每笔加收250港币；
澳元：每笔加收10澳元；
加拿⼤元：每笔加收10加拿⼤元；
瑞⼠法郎：每笔加收50瑞⼠法郎；
新加坡元：每笔加收20新加坡元；
新西兰元：每笔加收25新西兰元；
⽇元：每笔加收汇款⾦额的0.1%，
最低2500⽇元。

2020.1.1 2020.12.31〜
⽹上银⾏办理享 折优8
惠（不含全额到账费
）。

23 4.3⼀币百汇 按美元汇出汇款“全额到账”标准计收⼿
续费、电报费。

2020.1.1 2020.12.31〜 ⽹
上银⾏办理享 折优惠8
（不含全额到账费）。

在本⾏开⽴账⼾的汇款⼈，可
办理除美元以外的⼀百多个币
种的汇出汇款，并按照约定汇
率委托本⾏将汇出美元转换为
境外收款⼈指定⼩币种。�

公司类客⼾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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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4.5跟单托收

全⾏审核托收的商业单据并代为收
取账款。

25

按托收⾦额的1‰收取，最低100元/笔，最
⾼2000元/笔。

��托收类�

跟单托收
采⽤跟单托收⽅
式进⾏结算的出
⼝商

全⾏办理修改出⼝商业单据业务。100元/笔。
出⼝跟单托
收换单、补
单或退单

已通过本⾏办理
跟单托收业务的
公司类客⼾

全⾏受理出⼝商业单据，代为向进
⼝商收取货款。

按代收⾦额的1‰收取，最低100元/笔，最
⾼2000元/笔。跟单代收

采⽤跟单代收⽅
式进⾏结算的进
⼝商

全⾏退回出⼝商业单据。100元/笔。跟单代收单
据退单

采⽤跟单代收⽅
式进⾏结算的进
⼝商

全⾏将代收款项划转⾄出⼝商银⾏。40美元/笔，⼀般从付汇⾦额中扣收。
跟单代收项
下付汇（偿
付）

采⽤跟单代收⽅
式进⾏结算的进
⼝商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4.4汇⼊汇款

公司类客⼾ 全⾏办理查询汇⼊本⾏外汇汇款相
关信息的业务。

24

按汇出汇款查询标准计收。汇⼊款项
查询

公司类客⼾ 全⾏办理转汇业务。按转汇⾦额的1‰收取，最低10美元/笔，
最⾼100美元/笔，系统内免收。转汇

公司类客⼾ 全⾏将不属于本⾏或⽆法解付的外
汇汇⼊资⾦退回⾄汇款⽅。

10美元/笔，从退汇本⾦中扣收。已解付
受益⼈要求退汇的，按汇往境外汇款/境
内异地跨⾏汇款标准计收。

退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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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4.6出⼝信⽤证

采⽤信⽤证⽅式
结算的出⼝商 全⾏审核信⽤证预通知函电并通知

受益⼈。

26

100元/笔，来本⾏交单可免收。

��信⽤证类

预通知

采⽤信⽤证⽅式
结算的出⼝商 全⾏审核信⽤证函电并通知受益⼈。200元/笔，来本⾏交单可免收。通知信⽤证

采⽤信⽤证⽅式
结算的出⼝商 全⾏审核信⽤证修改件并通知受益

⼈。100元/笔，来本⾏交单可免收。通知信⽤证
修改

采⽤信⽤证⽅式
结算的出⼝商 全⾏审核出⼝信⽤证项下单据并寄

⾄开证⾏索汇。审单和寄单

已在本⾏办理出
⼝信⽤证项下交
单索汇的出⼝商

全⾏修改出⼝信⽤证项下单据。100元/笔。
单据寄出后
换单、补单
或退单

公司类客⼾ 全⾏办理开⽴转让信⽤证业务。按转让⾦额的1‰收取，最低200元/笔，
最⾼1000元/笔。信⽤证转让

已在本⾏开⽴转
让信⽤证的公司
类客⼾

全⾏修改已开出的转让信⽤证。开⽴转让信
⽤证修改

采⽤转让信⽤证
⽅式结算的公司
类客⼾

全⾏将转让信⽤证项下款项⽀付给
指定的第⼆受益⼈。40美元/笔，⼀般从付汇⾦额中扣收。

转让信⽤证
项下付汇
（ 偿 付 )

采⽤转让信⽤证
⽅式结算的公司
类客⼾

全⾏将转让信⽤证项下款项同币种
⽀付给指定的第⼆受益⼈。

按付汇⾦额的1‰收取，最低10美元/
笔，最⾼100美元/笔，⼀般从付汇⾦额中
扣收，本⾏系统内划付免收。

本⾏转让信
⽤证收汇原
币划付同业

采⽤信⽤证⽅式
结算的公司类客
⼾(出⼝商)

全⾏出具受益⼈资信状况的书⾯证
明。500元/笔。

出⼝信⽤证
项下资信证
明

按单据⾦额的1.25‰收取，最低300元/笔。

200元/笔。涉及⾦额增加的，按增加⾦额的
新开转让信⽤证标准计收。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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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采⽤信⽤证⽅式
结算的进⼝商 全⾏办理开出信⽤证业务。27 4.7进⼝信⽤证开证

已在本⾏开⽴远
期信⽤证的公司
类客⼾

全⾏对远期信⽤证项下单据进⾏承
兑或承诺付款。28

根据承兑/承诺后付款期限，90天（含）内
按不低于承兑/承诺⾦额的1‰计收。超过
90天的，每增加90天加收1‰，不⾜90天按
90天计收。最低⼈⺠币150元/笔，承兑/承
诺时⼀次性收取。

4.8进⼝信⽤证承兑、延
期付款承诺

已在本⾏开⽴信
⽤证的公司类客
⼾

全⾏修改开出的进⼝信⽤证。

29 4.9进⼝信⽤证修改、撤
销及其他

采⽤信⽤证⽅式
结算的公司类客
⼾

全⾏
审核受益⼈提交的进⼝信⽤证
项下单据，并对单据不符点进
⾏处理。

70美元/笔。不符点处理

采⽤信⽤证⽅式
结算的公司类客
⼾

全⾏将进⼝信⽤证项下货款⽀付给
受益⼈。40美元/笔。付汇（偿付）

全⾏退回不符点单据给受益⼈银⾏。100元/笔。退单

在本⾏开⽴信⽤
证的公司类客⼾ 全⾏撤销尚未过效期的信⽤证，解

除进⼝信⽤证项下付款责任。100元/笔。信⽤证效期
内撤销

公司类客⼾ 全⾏向承运⼈或其代理⼈开具先⾏
提取货物的提货担保。30 不低于担保⾦额的2‰，最低500元/笔。4.10提货担保

根据信⽤证效期，90天（含）内按不低于信
⽤证溢装后最⼤⾦额的1.5‰计收。超过90天
的，每增加90天加收0.5‰，不⾜90天的按90
天计收，全额保证⾦（或存单质押）的开证
不加收。最低⼈⺠币300元/笔，开证时⼀次
性收取。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不低于200元/笔（涉及⾦额增加和效期延
⻓的，按增加⾦额和延⻓效期的新开信⽤
证标准计收，最低200元/笔）。

开⽴信⽤证
修改

采⽤信⽤证⽅式
结算的公司类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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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开⽴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以贷款⽅为受益⼈的保函，保证
借款⼈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时，我
⾏受理贷款⽅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
担保证责任。

31 不低于3‰/季，最低500美元/笔。

��对外保函类

4.11�开⽴借款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以卖⽅为受益⼈的保函，保证买
⽅未能按合同约定⽀付卖⽅款项时，
本⾏受理卖⽅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
担保证责任。

32 不低于2‰/季，最低200美元/笔。4.12开⽴付款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以招标⽅为受益⼈的保函，保证
投标⽅未能按相关约定履⾏义务时，
本⾏受理招标⽅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
承担保证责任。

33 不低于1‰/季，最低100美元/笔。4.13开⽴投标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以⼯程业主为受益⼈的保函，保
证若施⼯单位不履⾏约定义务，本⾏
受理⼯程业主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
担保证责任。

34 不低于1.5‰/季，最低150美元/笔。4.14开⽴履约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以预付款⼈为受益⼈的保函，保
证预收款⼈未能按相关约定履⾏合同
时，本⾏受理预付款⼈的索赔并按保
函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35 不低于1.5‰/季，最低150美元/笔。
�4.15开⽴预收
（付）款退款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以⼯程业主为受益⼈的保函，保
证保函申请⼈未能按相关合同施⼯并
保证⼯程质量时，本⾏受理保函受益
⼈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36 不低于1.5‰/季，最低100美元/笔。4.16开⽴⼯程
质量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凭他⾏反担保函开出保函，保证保函
申请⼈未能按相关合同约定履⾏某项
义务时，本⾏受理保函受益⼈的索赔
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37 不低于2‰/季，最低200美元/笔。4.17转开代理
⾏保函

公司类客⼾ 全⾏
开出保函，保证保函申请⼈未能按相
关合同约定履⾏某项义务时，本⾏受
理保函受益⼈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
担保证责任。

38
不低于1.5‰/季，最低100美元/笔
（按⻛险度、⾦额及期限等因素确
定具体费率）。

�4.18开⽴其他
类保函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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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公司类客⼾ 全⾏修改已开⽴的保函。

39

不低于200元/笔（涉及⾦额增加和期限延
⻓的，按增加⾦额和延⻓期限的新开⽴保
函标准计收，最低200元/笔）。

4.19对外保函修改、撤
销及其他

公司类客⼾ 全⾏撤销尚未过效期的保函，解除
保函项下保证责任。100元/笔。

公司类客⼾ 全⾏收到他⾏开来的保函后审核并
通知给保函受益⼈。200元/笔。

公司类客⼾ 全⾏收到他⾏开来的保函修改件后
审核并通知给保函受益⼈。100元/笔。

公司类客⼾ 全⾏审核保函项下单据，代受益⼈
收取保函项下赔款。

按索赔⾦额的0.6‰收取，最低300元/笔。

公司类客⼾ 全⾏
福费廷转卖指本⾏买断客⼾出
⼝应收账款后将该笔应收账款
转卖给他⾏。

福费廷转卖：50美元/笔，或在买断⾏报价
基础上适当上浮点数，最低50美元/笔。

公司类客⼾ 全⾏
为客⼾提供由本⾏委托他⾏在
确定的付款⽇代为⽀付贸易款
项的融资业务。

41 与客⼾协商确定，最低50美元/笔。4.21国际代付

公司类客⼾ 全⾏

1.为客⼾设计融资⽅案及结构，
安排⻓期限贷款资⾦，并监督
借款⼈贷款资⾦使⽤⽤途限定
为向出⼝⽅⽀付合同项下货款。
2.提供出⼝买⽅信贷业务承诺
服务。

43
1.贷款管理：与客⼾协商确定，不低于贷款
总额的0.2%。
2.贷款承诺：与客⼾协商确定，不低于未提
贷款余额的0.2%/年，按季度或半年收取。

4.23出⼝买⽅信贷业务

全⾏
由银⾏间签署⻛险参与协议，
共同合作为客⼾提供的融资服
务。

44 与客⼾协商确定。4.24⻛险参与 公司类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保函修改

效期内撤销

通知

修改通知

他⾏开来保
函索赔

40 4.20国际福费廷

42 4.22出⼝池业务⼿续费
按照客⼾办理的出⼝应收账款质押（转让）
⼊池的笔数或⾦额⼀定⽐例收取，具体标
准与客⼾协商确定。

为客⼾提供集出⼝应收账款托
管、质押（含转让）、查询、
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体的综合
管理服务。

公司类客⼾ 全⾏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公司类客⼾ 全⾏通过SWIFT系统发送电⽂产⽣
的费⽤。

公司类客⼾ 全⾏对运输单据进⾏背书。47 500元/套。4.27运输单据背书

全⾏为客⼾在本⾏境外分⾏开⽴账
⼾提供开⼾⽂件核实认证服务。50 400元/笔。4.30跨境开⼾⽂件认证 公司类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46 4.26�SWIFT电报

48 4.28跨境业务咨询顾问 与客⼾协商确定。⼩型、微型企业（按四
部委⼝径）免收。 公司类客⼾ 全⾏

45 4.25保付加签

根据保付后付款期限，90天（含）内按不
低于保付⾦额的1‰计收。超过90天的，
每增加90天加收1‰，不⾜90天的按90天
计收。最低⼈⺠币150元/笔，保付时⼀次
性收取。

对 D/A项下已承兑商业汇票，
按客⼾要求向出⼝⽅银⾏保证
到期⽀付的贸易融资业务。

全⾏公司类客⼾

本⾏客⼾承担的，100元/笔；对⽅客⼾承
担的，30美元/笔。

1.国际业务综合服务：提供国
际业务专业化咨询综合服务，
如外汇信息咨询、外管政策解
读、产品/⽅案组合设计、⾏业
情况分析、银⾏同业情况等；
2.跨境特定产品综合服务：
（1）第三⽅⽀付机构、跨境
电商平台及其客⼾办理跨境收
付业务时，提供监管名单筛查
、国际收⽀/RCPMIS报送、外
汇政策咨询及跨境业务相关咨
询等配套服务。
（2）境外发债及跨境上市业
务咨询、⽅案设计、合作撮合
等。

4.29跨境集团账⼾信息
服务49

每个申请账⼾开通服务后，与客⼾协商确
定选择以下⼀种标准收取费⽤:
1、500元/⽉；
2、50元/笔（按每⽉账单实际发送笔数收
取，500元/⽉封顶）。

根据客⼾需求，提供按期发送
SWIFT�MT940/950对账单⾄指
定收款地址，便于⺟（总）公
司信息查询与监测的服务。

跨境集团客⼾且
在本⾏分⽀机构
开⽴外币或⼈⺠
币结算账⼾。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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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银和企业
⼿机银⾏客⼾ 全⾏提供客⼾使⽤浙商 证书的服e

务。51 浙商 证书5.1� e

提供⽹上银⾏查询、转账等各
类服务。 全⾏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年费。52 年费200元/年。� ⽹上银⾏服务5.2�

提供实时短信提醒账⼾余额变
动的服务。 全⾏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服务费。53 20元/⽉（绑定3个账⼾）。余额变动提醒5.3�

在本⾏开⽴基本
结算账⼾的企业
⽹银客⼾

全⾏客⼾通过本⾏⽹上银⾏办理单
位员⼯的报销类业务。

54 1元/笔；或按⼯资发放⾦额的0.1%收取。常规电⼦银⾏5.4�
渠道转账汇款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5、电⼦银⾏业务

企业⽹银客⼾

公司类客⼾

转账

⽹银代发⼯
资

企业⽹银报
销类转账

1、⾏内：免费。
2、跨⾏：转账⾦额5万元（含）以下的，
2元/笔；转账⾦额5万元以上的，10元/
笔。

1、⾏内转账：免费。
2、跨⾏转账：同城2元/笔；异地转账⾦
额1万元（含）以下的，5元/笔；1万
元〜5万元（含）的，10元/笔。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续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续费。

客⼾通过本⾏⼿机银⾏办理转
账，资⾦实时到账。

企业⼿机银⾏客
⼾

在本⾏开⽴基本
结算账⼾或代发
⼯资内部⼾的企
业⽹银客⼾

全⾏

全⾏客⼾通过本⾏⽹上银⾏办理员
⼯⼯资代发业务。

2020.1.1〜2020.12.31期间异
地跨⾏转账⼿续费优惠50%。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1、⼯本费：企业印章证书：40元/个；�
企业操作员证书：30元/个。
2、年费：企业印章证书�：150元/个/年；
企业操作员证书：20元/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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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2020.12.31〜 期间，
家银单位客⼾（开通代发e
⼯资或福利平台等）免收
年费和⼯本费。



全⾏客⼾通过本⾏⽹上银⾏向⾏外
账⼾转账，资⾦当⽇到账。55 ⽹上银⾏跨⾏5.5�

转账汇款

56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1、2020.1.1〜2020.12.31期
间异地跨⾏转账优惠50%。
2、2020.1.1〜2020.12.31期
间电⼦银⾏汇票业务免收⼿
续费。

客⼾通过本⾏⽹上银⾏将本⾏
或他⾏其他账⼾资⾦实时划⼊
本⼈账⼾。

全⾏1、⾏内：免费。
2、跨⾏：2元/笔。

浙商 转⼊5.6“ e （⽹
银资⾦归集）”转账

企业⽹银客⼾

企业⽹银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2020.1.1 2020.12.31〜 期间
免收⼿续费。

1、同城：2元/笔。
2、异地：1万元（含）以下，5元/笔；
1万元〜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元〜100万元（含），20元/笔；
100万元以上，汇款⾦额的0.002%/笔；
加急汇款，按规定收费标准基数加收
20%；最⾼100元/笔。
3、电⼦银⾏汇票业务通过⽹上银⾏办理，
其收费按照此标准收取。
4、银企直联跨⾏转账，其收费按照此标
准收取。

全⾏为客⼾提供资⾦存管服务。

57 互联⽹平台业务5.7

与本⾏签订协
议的客⼾与客⼾协商，按协议价格收取。存管服务

全⾏为客⼾提供资⾦交易结算服
务。

与本⾏签订协
议的客⼾与客⼾协商，按协议价格收取。交易结算服务

全⾏
根据投融资平台的委托，搜集
融资客⼾相关资料，提供信息
⻅证服务。

与本⾏签订协
议的平台客⼾与客⼾协商，按协议价格收取。⻅证服务

全⾏为客⼾提供咨询服务、系统对
接服务、开发⽀持服务等。与客⼾协商，按协议价格收取。其他服务 与本⾏签订协

议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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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承兑汇票6.1�
签发 按签发⾦额的0.05%收取。 全⾏

依据客⼾申请开⽴银⾏承兑汇
票，并承诺在汇票到期⽇对收
款⼈或持票⼈⽆条件⽀付汇票
⾦额。

58

占⽤费按敞⼝⾦额的0%〜3%收取（⼩
型、微型企业（按四部委⼝径）免收）。 全⾏

银⾏作为承兑⾏基于⻛险敞⼝
占⽤对承兑汇票出票⼈所收取
的费⽤。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2‰/ 800 全⾏

开出以卖⽅为受益⼈的保函，
保证买⽅未能按合同约定⽀付
卖⽅款项时，本⾏受理卖⽅的
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责
任。

银⾏承兑汇票6.2�
敞⼝⻛险管理费59

开⽴付款保函6.3.2�61

开⽴投标保函6.3.3�62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1‰/ 500 全⾏

开出以招标⽅为受益⼈的保
函，保证投标⽅未能按相关约
定履⾏义务时，本⾏受理招标
⽅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
证责任。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6、担保类业务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1.5‰/ 500 全⾏

开出以⼯程业主为受益⼈的保
函，保证若施⼯单位不履⾏约
定义务，本⾏受理⼯程业主的
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责
任。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1.5‰/ 500 全⾏

开出以预付款⼈为受益⼈的保
函，保证预收款⼈未能按相关
约定履⾏合同时，本⾏受理预
付款⼈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
担保证责任。

开⽴履约保函6.3.4�63

开⽴预收（付）6.3.5�
款退款保函64

��⼈⺠币保函业务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3‰/ 1000 全⾏

开出以贷款⽅为受益⼈的保
函，保证借款⼈未能按期偿还
借款本息时，本⾏受理贷款⽅
的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
责任。

开⽴借款保函6.3.1�60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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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程质6.3.6
量保函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1.5‰/ 500 全⾏

开出以⼯程业主为受益⼈的保
函，保证保函申请⼈未能按相
关合同施⼯并保证⼯程质量
时，本⾏受理保函受益⼈的索
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责
任。

65

不低于 季，最低 元/笔。1.5‰/ 500 全⾏

开出保函，保证保函申请⼈未
能按相关合同约定履⾏某项义
务时，本⾏受理保函受益⼈的
索赔并按保函约定承担保证责
任。

全⾏办理开出国内信⽤证业务。

公司类客⼾

采⽤国内信⽤证
⽅式结算的采购
商

开⽴其他类6.3.7
保函66

开证6.4.1�68

修改6.4.2�69 全⾏办理修改国内信⽤证业务。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50元/笔。 全⾏审核国内信⽤证项下单据，并
处理发现的不符点。

50元/笔。 全⾏审核国内信⽤证并通知受益⼈。

不符点处理6.4.3�70

信⽤证通知6.4.4�71

公司类客⼾

��国内信⽤证

已在本⾏开⽴国
内信⽤证的公司
类客⼾
采⽤信⽤证⽅式
结算的供应商
采⽤信⽤证⽅式
结算的供应商

不低于 元/笔（涉及⾦额增加和期限延100
⻓的，按增加⾦额和延⻓期限的新开⽴保
函标准计收，最低 元/笔）。100

全⾏办理修改保函的业务。修改保函6.3.8�67 已在本⾏开⽴保
函的公司类客⼾

50元/笔。 全⾏审核国内信⽤证修改件并通知
受益⼈。

全⾏审核国内信⽤证项下单据，并
寄⾄开证⾏索汇或办理议付。

修改通知6.4.5�72

议付/委托收6.4.6�
款审单73

采⽤信⽤证⽅式
结算的供应商
采⽤信⽤证⽅式
结算的供应商

不低于开证⾦额的1.5‰，最低100元/笔。

按议付单据⾦额的1‰收取，最低200元/笔。

不低于100元/笔（涉及⾦额增加的，按增
加⾦额的新开标准计收，最低100元/笔）。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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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证6.4.7�
到期付款确认

由分⽀⾏综合客⼾情况及当地同业收费标
准等因素，选择以下⼀种标准收费（最低
⼈⺠币 元/笔，本⾏开证、本⾏通知150
/议付的可免收）：
1 1‰、按到期付款确认⾦额的 计收。
2、根据到期付款确认后期限，按季按到
期付款确认⾦额的 计收，不⾜⼀个计1‰
费周期的按⼀个计费周期计收，到期付款
确认时⼀次性收取。
3、根据到期付款确认后期限，按⽉按到
期付款确认⾦额的 计收，不⾜⼀个计1‰
费周期的按⼀个计费周期计收，到期付款
确认时⼀次性收取。

全⾏对远期国内信⽤证项下相符单
据作出到期付款确认。74

1 A、对信⽤等级为 级以上的申请⼈，按
不低于信贷证明书⾦额的 收取。1‰
2 A、对信⽤等级为 级及以下（含未评级
）的申请⼈，按不低于信贷证明书⾦额的
2‰收取。
⼩型、微型企业（按四部委⼝径）免收。

全⾏
出具《银⾏信贷证明书》，承
诺当申请⼈中标后，在限额内
满⾜申请⼈⽤于该项⽬的融资
需求。

已在本⾏开⽴国
内信⽤证的公司
类客⼾

信贷证明6.5�75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参与⼯程等项⽬
建设资格预审、
投标的公司类客
⼾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76 6.6区块链应收款保
兑服务

按保兑⾦额的0%-3%收取，具体与客⼾协
商确定。

依据客⼾申请为区块链应收款
提供保兑服务，并承诺在应收
款到期兑付时，如承兑⼈及企
业保兑⼈账⼾资⾦不⾜，本⾏
承担差额垫付责任。

已开通应收款链
平台功能的客⼾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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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承诺书7.1� 不低于 。⼩型、微型企业（按四部委⼝2‰
径）免收。 全⾏

针对已审批同意的固定资产贷
款项⽬，出具有条件发放贷款
的具有法律约束⼒的承诺性⽂
件。

77

法⼈账⼾透⽀7.2�
承诺

以承诺额度为基数收取，年费率为0.2％，
每年收取⼀次，不⾜⼀年的按⼀年计算，
最低 元/年。1000
⼩型、微型企业（按四部委⼝径）免收。

全⾏
给予申请⼈在约定的账⼾(透
⽀账⼾)、约定的期限和额度
内进⾏透⽀以满⾜临时性融资
的便利。

78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7、承诺类业务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7.3�履约⻅证
1年期以内（含1年）的履约⻅证业务收费
不低于⻅证⾦额的2‰，1年期以上的不低
于⻅证⾦额的5‰。

全⾏
本⾏作为信⽤中介，为交易双
⽅特定义务和付款责任的履⾏
提供⻅证服务，并对违约⽅进
⾏追偿。

79 公司类客⼾

2020.1.1 2020.12.31 1〜 期间
1年期以内（含 年）的履约

⻅证业务收费不低于⻅证⾦
额敞⼝部分的 ， 年期以2‰ 1
上的不低于⻅证⾦额敞⼝部
分的 。5‰

备⽤贷款承诺7.4�
费

按年费率0.2%—1%收取，具体与客⼾协
商确定，池融资项下免收。⼩型、微型企
业（按四部委⼝径）免收。�

全⾏

为满⾜受信⼈因与本⾏发⽣相
关业务在未来⼀定期限内产⽣
的或有融资需求，本⾏向借款
⼈出具的在符合约定条件时向
其发放贷款的具有法律约束⼒
的信贷承诺。

80 公司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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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业务8.1�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万元/笔。⼩1000
型、微型企业（按四部委⼝径）免收。

公司类客⼾等 全⾏为客⼾提供项⽬⽅案咨询服
务。81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8、⾦融资产管理业务

银团业务8.2�

安排费、承诺费和代理费等与客⼾协商确
定，安排费原则上按银团贷款总额的⼀定
⽐例⼀次性⽀付，承诺费原则上按未⽤余
额的⼀定⽐例每年根据银团贷款合同约定
的⽅式收取，代理费可以根据本⾏作为代
理⾏的⼯作量按年⽀付。

全⾏

82

公司类客⼾、⾦
融机构客⼾等

国内银团贷
款

1、安排费，与客⼾协商确定，�不低于银
团贷款总额的0.2%。
2、参加费，与客⼾协商确定，按银团贷
款承贷⾦额的⼀定⽐例收取。
3、承诺费，与客⼾协商确定，�不低于未
提贷款余额的0.2%/年，按季度或半年收
取。
4、代理费，与客⼾协商确定，不低于银
团贷款总额的0.2%。

全⾏涉外属性公司类
客⼾

国际银团贷
款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接受借款⼈委托，为借款⼈
提供银团筹组、包销安排、
贷款承诺、银团事务管理等
服务。

1、作为国际银团贷款牵头⾏
提供银团贷款谈判、尽职调查
、起草⽂件、组团等服务。
2、作为国际银团贷款参加⾏
提供按承贷份额贷款、参与银
团贷款实务等服务。
3、作为国际银团贷款参贷⾏
提供银团贷款承诺服务。
4、作为国际银团贷款代理⾏
提供银团贷款管理、计息、资
⾦划付等代理服务。



page 41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0.5%/ 全⾏

依据法律法规和托管协议约定履
⾏托管职责，对托管资产提供安
全保管、资⾦清算、资产估值、
会计核算、投资监督、信息披露
等专业服务。

⾦融机构客⼾理财产品
托管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0.5%/ 全⾏

依据法律法规和托管协议约定履
⾏托管职责，对托管资产提供安
全保管、资⾦清算、资产估值、
会计核算、投资监督、信息披露
等专业服务。

⾦融机构客⼾保险资⾦
托管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0.5%/ 全⾏

依据法律规定和托管协议约定履
⾏托管职责，对托管资产提供安
全保管、资⾦清算、资产估值、
会计核算、投资监督、信息披露
等专业服务。

⾦融机构及公司
类客⼾

其他资产
托管

托管业务8.3�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0.5%/ 全⾏
对基⾦履⾏安全保管基⾦财产、
办理清算交割、复核审查资产净
值、开展投资监督、召集基⾦份
额持有⼈⼤会等职责。

83

⾦融机构客⼾证券投资基
⾦托管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0.5%/ 全⾏
对基⾦履⾏安全保管基⾦财产、
办理清算交割、复核审查资产净
值、开展投资监督、召集基⾦份
额持有⼈⼤会等职责。

公司类客⼾私募投资基
⾦托管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0.5%/ 全⾏

依据法律法规和托管协议约定履
⾏托管职责，对托管资产提供安
全保管、资⾦清算、资产估值、
会计核算、投资监督、信息披露
等专业服务。

⾦融机构客⼾各类资产管
理计划托管

理财类产品业务8.484 与客⼾协商确定，详⻅产品说明书或理
财产品协议等。 全⾏

接受客⼾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
客⼾事先约定的投资⽅案和⽅式
进⾏投资、资产管理等，收取相
应的销售费、服务费及管理费等。

公司类客⼾

票据池8.585 按不超过 元/张收取⼿续费，或根据与50
客⼾协议价格按年度收取⼿续费。 全⾏

为客⼾提供集票据托管、质押、
查询、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体的
票据综合管理服务。

公司类客⼾2020.1.1〜2020.12.31期间
免收⼿续费。

债券受托管理8.686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2%/ 全⾏
代表债券持有⼈在债券存续期间
⾏使对发⾏⼈的相关权利，履⾏
相关监督职责。

债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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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浙商银⾏公司⾦融服务价格标准表��

信托、资产管8.7
理计划等其他⾦融
机构产品代销

87 与客⼾协商确定。 全⾏
接受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
融机构的委托，代理销售其即
将设⽴的信托计划、资产管理
计划等产品。

与本⾏签订委托
代理协议的⾦融
机构

信托资⾦保管8.888 与客⼾协商确定，不⾼于 年。2%/ 全⾏

依据法律规定和保管协议约定
履⾏托管职责，对托管资产提
供安全保管、资⾦清算、资产
估值、会计核算、投资监督、
信息披露等专业服务。

⾦融机构客⼾

证券承销8.989
与客⼾协商确定。

全⾏

为客⼾发⾏证券提供承销服务。

公司类客⼾、⾦
融机构类客⼾等

证券承销

证券分销 与客⼾协商确定。 为客⼾发⾏证券提供分销服务。

公司类客⼾、⾦
融机构类客⼾等 全⾏

场直接融资8.10市
服务90 与客⼾协商确定。 全⾏公司类客⼾、⾦

融机构类客⼾等

为⾮我⾏主承销的债券提供综
合服务⽅案，包括客⼾涉及直
接融资综合⽅案，在发⾏⽅提
出要求时向发⾏⽅提供发⾏建
议，对发⾏⽅所出具的与发⾏
⼯作有关的⽂件提供咨询建议，
对发⾏⽅所出具的与发⾏⼯作
有关的⽂件提供咨询建议，协
助发⾏⽅选择主承销商、会计、
法律、评级、担保等中介机构，
协调监督中介机构⼯作，为发
⾏⼈推荐机构投资者，以及其
他与直接融资相关的综合服务。

⾦融机构往来8.11�
（合作）91 ⼿续费与客⼾协商确定。 全⾏⾦融机构客⼾为⾦融机构提供项⽬⽅案设计、

推介和实施等服务。

8.12应收款链平台
资产服务92 与客⼾协商确定，最⾼不超过区块链应收

款⾦额的2%。 全⾏已开通应收款链
平台功能的客⼾

审核区块链应收款下贸易背景
材料，接受客⼾委托，代理、
监督资⾦收付，协助管理⼈管
理区块链应收款债权、进⾏基
础资产回收资⾦的归集和转付
等服务。

8.13资产证券化服务93 与客⼾协商确定。 全⾏公司类客⼾
为资产证券化项⽬提供资产服
务机构、代理推⼴、产品⽅案
咨询、资产代理转让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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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挂失换卡1.1� 10元/次。 全⾏办理商卡挂失，以及挂失同时
换卡业务。1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1、借记卡业务

交易1.2�ATM

境内跨⾏：跨⾏⼿续费：2元/笔；其中异
地取现时，按取款⾦额的0.5%加收异地取
现⼿续费，最低1元/笔，最⾼20元/笔。
境外：⼈⺠币12元/笔。

全⾏

客⼾在境内外他⾏ATM机办理
现⾦取款业务。
商卡通过Apple�Pay、HCE等各
类⼿机Pay，在境内本⾏ATM机
办理取现，视为跨⾏取现。

2

取款

同城跨⾏： 万元（含）以下， 元/笔；1 3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 5 5
异地跨⾏：按转账⾦额的 收取，最低1%
元/笔，最⾼ 元/笔。5 50

全⾏
客⼾通过本⾏ 机向同城、ATM
异地⾏外账⼾转账，或通过他
⾏ 机向同城、异地账⼾转ATM
账业务。

转账

境内：免费；
境外：⼈⺠币2元/笔。 全⾏客⼾通过本⾏或他⾏ 办理ATM

查询商卡余额等业务。查询

柜⾯通1.3�

按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各地分公司规定
收取。 全⾏柜⾯办理跨⾏存款、取款、转

账等业务。

3

银联柜⾯通
存款、取款、
转账

按当地同业约定收取。 全⾏柜⾯办理跨⾏存款、取款、转
账等业务。

同城银⾏柜
⾯通存款、
取款、转账

1、⾦卡及私⼈银⾏卡客⼾免
费;
2、通过个⼈⽹上银⾏或⼿机
银⾏发起的挂失换卡客⼾免
费。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持当地银联柜⾯
通成员机构发⾏
银⾏卡（折）的
个⼈类客⼾

持当地同城银⾏
柜⾯通成员机构
发⾏的银⾏卡
（折）的个⼈类
客⼾

商卡个⼈类客⼾

商卡个⼈类客⼾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续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客
⼾通过本⾏ATM机向同城、
异地⾏外账⼾转账免收⼿续
费。

浙商银⾏银⾏卡服务价格标准表

2020.1.1〜2020.12.31期间私
⼈银⾏卡免收境外查询⼿
续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续费。

1、 2020.1.1〜 2020.12.31期间
境内跨⾏ATM取现（包括同
城、异地）⾦卡每⽉前⼗笔
免收⼿续费，普卡、成⻓卡
、联名卡每⽉前五笔免收⼿
续费。
2、 2020.1.1〜 2020.12.31期间
私⼈银⾏卡境内跨⾏、境外
ATM取现免收⼿续费；增薪卡
境内跨⾏ATM取现免收⼿续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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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2、信⽤卡业务

年费2.1� 全⾏
按信⽤卡的信⽤等级及产品类
别享有相应的信⽤卡基本功能
及增值服务。

5

贷记卡

1 200、⾦卡：主卡不⾼于 元/卡，副卡不
⾼于 元/卡；100
、普卡：主卡不⾼于 元/卡，副卡不2 100
⾼于 元/卡。50

准贷记卡

不⾼于 元/卡。300单位卡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浙商银⾏银⾏卡服务价格标准表

本⾏商卡在开通此项服务的农村乡(镇)、
村的指定商⼾服务点办理取现时，按取款
⾦额的 收费，最低 元/笔，最⾼0.5% 1
元/笔；办理查询余额业务免费。10

全⾏

客⼾在开通银⾏卡助农取款服
务的农村乡（镇）、村的指定
商⼾服务点办理商卡余额查
询、现⾦取款等业务。

银⾏卡助农
取款服务 商卡个⼈类客⼾

银⾏卡特⾊服务1.4

本⾏商卡在开通此项服务的农村信⽤社柜
⾯办理取现时，按取款⾦额的0.8%收费，
最低1元/笔，最⾼20元/笔；办理查询余
额业务免费。

全⾏
客⼾在开通银⾏卡农⺠⼯特⾊
服务的农村信⽤社柜⾯办理商
卡余额查询、现⾦取款等业
务。

银⾏卡农⺠
⼯特⾊服务 商卡个⼈类客⼾

4

1.⽆限卡：主卡 20000元 /卡，副卡
10000元/卡；���������������������������
2.钻⽯卡：主卡3600元/卡，副卡1800元
/卡；���������������������������
3.⽩⾦卡：主卡480元/卡，副卡240元
/卡；��������������������
4.⾦卡：主卡200元/卡，副卡100元/卡
；��������������������������������
5.普卡：主卡100元/卡，副卡50元/卡；
6.浙商银⾏⼈才信⽤钻⽯卡：主卡
5000元/卡，副卡2500元/卡。�

1、2019.12.31以前发⾏的⽆
穷⽩⾦卡、郑州分⾏ETC⽩
⾦卡、蚂蚁庄园⽩⾦卡⾸年
免年费，消费或取现合计
6次免次年年费；增⾦⽩⾦
卡消费1次免次年年费；⽆
穷⾦卡、⽆穷普卡和遵义道
桥联名卡⾸年免年费，消费
或取现合计3次免次年年费
；除上述信⽤卡以外的其他
信⽤卡有效期内免年费，到
期续卡按新发卡标准收取年
费。
2 2020.1.1起新、 发⾏的浙银
在线⾦卡、增⾦⽩⾦卡⾸年
免年费，消费1次或分期1次
免次年年费；新发⾏的其他
⽩⾦卡⾸年免年费，消费或
取现合计 费，6次免次年年
发⾏的其他⾦卡和普卡⾸年
免年费，消费或取现合计
3次免次年年费。
3、 2020.1.1〜 2020.12.31期
间免收 卡年费。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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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信⽤卡VISA VISA信⽤卡
持卡⼈ 全⾏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VISA收 ⽩⾦卡⼿续费。
持卡⼈境外通过取现⽅式，领
回信⽤卡账⼾中的溢缴款。

1、境内本⾏溢缴款领回免费；
、境外通过 ⽹络的 机溢缴款领2 VISA ATM
回，按交易⾦额的 收取，每笔最低收3%
取⼈⺠币 元。25

外币兑换2.6�

按每笔交易⾦额的 收取。1.5% 全⾏
交易币种与持卡⼈外币账⼾结
算币种不⼀样时收取的⼿续
费。

10

银联信⽤卡

信⽤卡VISA 按交易⾦额的 收取。1% 全⾏

银联信⽤卡
持卡⼈

VISA信⽤卡
持卡⼈

境外交易币种与持卡⼈外币账
⼾结算币种不⼀样时收取的⼿
续费。

溢缴款领回2.5�

1、境内本⾏溢缴款领回免费；境内跨⾏溢
缴款领回按交易⾦额的 收取，最低0.5% 5�

100� 2元，最⾼ 元，跨⾏⼿续费： 元/笔；
、境外通过银联⽹络溢缴款领回，按交易2
⾦额的 收取，每笔最低收取⼈⺠币1% 15�
元。

全⾏持卡⼈通过取现或转账⽅式，
领回信⽤卡账⼾中的溢缴款。

9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卡和普卡的境内跨⾏溢缴
款领回⼿续费及跨⾏⼿续费。

银联信⽤卡
持卡⼈银联信⽤卡

浙商银⾏银⾏卡服务价格标准表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服务费。

预借现⾦(现⾦提2.4
取、现⾦转账、现⾦
充值)⼿续费

1 1%、境内预借现⾦，按交易⾦额的 收
取，每笔最低收取 元；跨⾏⼿续费：10�
元/笔；2
、境外通过银联⽹络透⽀取现，按交易⾦2
额的 收取，每笔最低收取⼈⺠币 元。1% 15�

全⾏

为持卡⼈提供多种渠道预借现
⾦（现⾦提取、现⾦转账、现
⾦充值）服务。

8

银联信⽤卡

信⽤卡VISA

银联信⽤卡
持卡⼈

VISA信⽤卡
持卡⼈

1、境内本⾏预借现⾦，按交易⾦额的
收取，每笔最低收取 元；1% 10
、境外通过 ⽹络的 机透⽀取2 VISA ATM
现，按交易⾦额的 收取，每笔最低收3%
取⼈⺠币 元。25

全⾏

补发卡/损坏卡/2.2�
提前换卡⼿续费 20 40元/卡，加急处理按 元/卡收费。 全⾏

持卡⼈卡⽚破损或未收到新卡
或卡⽚未到期等情况，主动要
求重新制作新卡。

6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卡、普卡的⼿续费。

挂失2.3�
50元/卡。 全⾏持卡⼈办理卡⽚挂失及挂失换

卡。
7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续费。

银联信⽤卡
持卡⼈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银联信⽤卡

信⽤卡VISA 50元/卡。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 ⽩⾦卡⼿续费。VISA 持卡⼈办理卡⽚挂失。 VISA信⽤卡

持卡⼈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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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境内： 元/份。10 全⾏

指持卡⼈因对账单上所列交易
有疑问等情形且需要调阅签购
单时，为持卡⼈提供的签购单
副本调阅服务。

银联信⽤卡

信⽤卡VISA

境外： 元/份。40

银联信⽤卡
持卡⼈

VISA信⽤卡
持卡⼈

全⾏

全⾏境外： 元/份。40

调阅签购单2.13�
（副本）17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续费。

银联信⽤卡
持卡⼈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卡和普卡的⼿续费。

全⾏

15

纸质对账单2.12�
补制 2 12元/份( 个⽉内免费）。 全⾏为持卡⼈提供对账单服务。16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和商卡持卡⼈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个性化制卡2.11�

⼯本费： 元/卡。50 提供个性化卡⾯定制服务。标准⼯艺

特殊⼯艺 其他个性化定制，⼯本费根据协议约定收
取。

提供卡⾯、卡号等其他个性化
定制服务。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和商卡持卡⼈

全⾏

浙商银⾏银⾏卡服务价格标准表

跨⾏查询2.10�

境内免费。 全⾏持卡⼈境内通过 查询账⼾ATM
信息。

14
银联信⽤卡

信⽤卡VISA

境外： 元/次。4� 持卡⼈境外通过 查询账⼾ATM
信息。

银联信⽤卡
持卡⼈

VISA信⽤卡
持卡⼈

全⾏

全⾏境外： 元/次。4 持卡⼈境外通过 查询账⼾ATM
信息。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续费。

开具证明2.8� 20元/份。 全⾏提供开具存款、主副卡关系、
交易证明等。12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卡和普卡的⼿续费。

信函加急2.9� 20元/封。 全⾏持卡⼈申请加急寄送的快递费。13
2020.1.1 2020.12.31〜 期间免
收⽆限卡、钻⽯卡、⽩⾦卡
加急费。

还款违约⾦2.7� 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收取。5% 全⾏11
持卡⼈未在到期还款⽇（含）
前偿还最低还款额，向发卡银
⾏⽀付的费⽤。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全⾏银联和 的VISA
信⽤卡持卡⼈

分期付款2.15�19

短信通知2.14�18 3元/⽉/账⼾ 提供信⽤卡相关业务短信提
醒、告知等服务。

1、2020.1.1〜2020.12.31期
间免收单笔⾦额200元及以
上的银联卡交易短信提醒
服务费。
2、2020.1.1〜2020.12.31期
间免收Visa卡交易短信提醒
服务费。

⼿续费分为⼀次性收取、按⽉收取两种，
具体⼿续费按协议或约定收取，分期业
务年化利率：0%-24%。

全⾏
为客⼾提供⼀定期数的分期付
款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现⾦分
期、账单分期、消费分期等。

分期付款申请⼈

page 49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业务品种业务品种业务品种

浙商银⾏银⾏卡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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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分⽀⾏特⾊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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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分⽀⾏特⾊服务价格标准表

深圳同城⼈⺠币跨1�
⾏汇款业务

普通汇款⼿续费：免费。
实时汇款⼿续费： 万元以下（含）， 元/笔；0.2 2
万元〜 万元（含）， 元/笔；0.2 0.5 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0.5 1 10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 5 15
万元以上，汇款⾦额的 笔；最⾼ 元/笔。5 0.03%/ 50

深圳分⾏
通过深圳同城系统将个⼈客⼾
资⾦从本⾏账⼾（不含信⽤卡）
汇⾄其他银⾏账⼾。

1

深圳同城外币跨⾏2�
汇款业务

实时汇款⼿续费：
等值⼈⺠币 万元以下（含），２元/笔；0.2
万元〜 万元（含）， 元/笔；0.2 0.5 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0.5 1 10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 5 15
万元以上，汇款⾦额的 笔；最⾼ 元/笔。5 0.03%/ 50
以上等值⼈⺠币按付款当⽇中国⼈⺠银⾏公布的基
准汇率（中间价）折算。

通过深圳同城系统将个⼈客⼾
外币资⾦从本⾏账⼾汇⾄其他
银⾏账⼾。

2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深圳分⾏

重庆同城⼈⺠币跨3�
⾏汇款业务 重庆分⾏

通过柜台将个⼈客⼾资⾦从本
⾏账⼾（不含信⽤卡）、个⼈
客⼾现⾦汇⾄其他银⾏（限重
庆地区内）账⼾。

3

西安地区⼩额⽀付4�
系统跨⾏汇款业务 2元/笔。

通过⼩额⽀付系统将个⼈客⼾
资⾦从本⾏账⼾（不含信⽤卡）
汇⾄其他银⾏（限西安地区内）
账⼾。

4 西安分⾏

宁波同城柜⾯转账5�
通存通兑业务 2元/笔。

通过宁波同城系统将将个⼈客
⼾资⾦从本⾏账⼾（不含信⽤
卡）汇⾄他⾏账⼾或将他⾏账
⼾存款以转账⽅式转⼊本⾏账
⼾。

5 宁波分⾏

深圳同城⼈⺠币跨6�
⾏汇款业务

普通汇款⼿续费：免费。
实时汇款⼿续费： 万元以下（含）， 元/笔；1 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 10 10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0 50 1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50 100 20
万元以上，汇款⾦额的 笔；100 0.002%/

最⾼ 元/笔。100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个⼈类客⼾

公司类客⼾
通过深圳同城系统将对公客⼾
的资⾦从本⾏账⼾转移到其他
银⾏账⼾。

6 深圳分⾏

2020.1.1 2020.12.31〜 期间商
卡⾦卡及以上客⼾免收⼿续
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商
卡⾦卡及以上客⼾免收⼿续
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商
卡⾦卡及以上客⼾免收⼿续
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商
卡⾦卡及以上客⼾免收⼿续
费。

2020.1.1 2020.12.31〜 期间商
卡⾦卡及以上客⼾免收⼿续
费。

实时汇款⼿续费：
0.2万元以下（含），2元/笔；
0.2万元〜5万元（含），3元/笔；
5万元〜10万元（含），5元/笔；
10万元〜50万元（含），10元/笔；
50万元〜100万元（含），15元/笔；
100万元以上，汇款⾦额的0.002%/笔；最⾼50元/笔。
现⾦汇款按汇款⾦额的0.4%收取，最⾼50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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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城外币跨⾏7�
汇款业务

实时汇款⼿续费：
等值⼈⺠币 万元以下（含）， 元/笔；1 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 10 10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0 50 1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50 100 20
万元以上，汇款⾦额的 笔；最⾼100 0.002%/
元/笔。100

以上等值⼈⺠币按付款当⽇中国⼈⺠银⾏公布
的基准汇率（中间价）折算。

深圳分⾏
通过深圳同城系统将对公客⼾
的外币资⾦从本⾏账⼾汇⾄其
他银⾏账⼾。

7

重庆同城⼈⺠币跨8�
⾏汇款业务

实时汇款⼿续费：
万元以下（含）， 元/笔；5 3
万元〜 万元（含）， 元/笔；5 10 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0 50 10
万元〜 万元（含）， 元/笔；50 100 15
万元以上，汇款⾦额的 笔；最⾼100 0.002%/
元/笔。100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的资⾦从
本⾏账⼾转移到其他银⾏（限
重庆地区内）的账⼾。

8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重庆分⾏

天津地区⽀付密码9�
器

⼯本费： 元/台。350 天津分⾏天津地区提供⽀付密码器并编
制资⾦⽀付密码。9

10�宁波地区⽀付密码
器 ⼯本费： - 型 元/台， - 型 元/台。CI 900 128 CI 980 140 宁波地区提供⽀付密码器并编

制资⾦⽀付密码。10 宁波分⾏

上海地区⽀付密码11�
器 ⼯本费： 元/台。330 上海地区提供⽀付密码器并编

制资⾦⽀付密码。11 上海分⾏

西安地区⼩额⽀付12�
系统跨⾏汇款业务 2元/笔。 西安地区通过⼩额⽀付系统对

⾏外账⼾汇款。12 西安分⾏

结算通账⼾托管13� ⼿续费与客⼾协商确定。

受托管理“结算通”票款。
“结算通”是指由客⼾签发并
托管于本⾏，全权委托本⾏办
理⽀付、兑付的电⼦⽀付⼯
具。

13 杭州分⾏本级

结算通账⼾兑付14� ⼿续费按兑付⾦额的 收取。1%

办理“结算通”票款兑付业
务。“结算通”是指由客⼾签
发并托管于本⾏，全权委托我
⾏办理⽀付、兑付的电⼦⽀付
⼯具。

14 杭州分⾏本级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公司类客⼾

在本⾏开⽴结算
通账⼾的公司类
客⼾

在本⾏开⽴结算
通账⼾的公司类
客⼾

浙商银⾏分⽀⾏特⾊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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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州同城⼈⺠币
跨⾏汇款业务

实时汇款⼿续费：
0.2万元以下（含），2元/笔；
0.2万元〜0.5万元（含），5元/笔；
0.5万元〜1万元（含），10元/笔；
1万元〜5万元（含），15元/笔；
5万元以上，汇款⾦额的0.03%/笔；
最⾼50元/笔。

⼴州分⾏
通过⼴州同城系统将个⼈客⼾
资⾦从本⾏账⼾（不含信⽤卡）
汇⾄其他银⾏账⼾。

15

16�⼴州同城⼈⺠币
跨⾏汇款业务

实时汇款⼿续费：
万元以下（含）， 元/笔；1 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 10 10
万元〜 万元（含）， 元/笔；10 50 15
万元〜 万元（含）， 元/笔；50 100 20
万元以上，汇款⾦额的 笔；最⾼100 0.002%/
元/笔。100

通过⼴州同城系统将对公客⼾
的资⾦从本⾏账⼾转移到其他
银⾏账⼾。

16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编号编号编号

⼴州分⾏

个⼈类客⼾

公司类客⼾

2020.1.1〜2020.12.31期间商卡
⾦卡及以上客⼾免收⼿续费。

浙商银⾏分⽀⾏特⾊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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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代收⼿续费服务价格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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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代收⼿续费服务价格标准表

基⾦认购、申购、赎回、转换费 按基⾦招募说明书规定。1

⻩⾦交易账⼾开⼾费、交易⼿续费 按照上海⻩⾦交易所公告标准执⾏，具体参⻅⾦交所官⽅⽹
站。2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服务价格服务价格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编号编号编号

邮费 根据邮递⽅式和当地邮政部⻔标准收取（代邮政部⻔收
取）。3

2020.1.1 2021.12.31〜 期间申购本⾏指定基⾦可享受费率优
惠，具体详⻅浙商银⾏⽹站。

注：上述业务为本⾏接受委托⽅委托，代其收取。如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委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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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1、除注明执⾏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免费和代收⼿续费服务项⽬外，其他服务项⽬实⾏市场调节价。⽆特别说明时，外汇类业务收费需要币种兑换的按本⾏即时牌价（中间价）兑换。

2、公司类客⼾，是指政府机关、经⼯商⾏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等。办理具体业务，还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本⾏规定的相关条件。

3、⼩型、微型企业客⼾根据⼯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确定。�

5、本⾏同城业务覆盖的区域范围不⼩于地级市，同⼀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属同城范畴。����

6、6.本服务价格⼿册⽣效⽇期：2020年3⽉1⽇。

4、全国统⼀服务电话：95527。���

�����以信件、电⼦邮件、传真等⽅式进⾏投诉的，受理部⻔：浙商银⾏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88号，邮政编码：310006，

�����传真号码：0571-87659800，电⼦邮箱：tscl@czbank.com。���

�����价格举报电话：1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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