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个人客户 惠财客户* 私人银行客户 法规依据

1

1.1

人民币2元 免费 免费

人民币5元 人民币2.5元
¹ 免费

人民币10元 人民币5元
¹ 免费

人民币15元 人民币7.5元
¹ 免费

按汇款金额0.03%收取，最高收费50元 按汇款金额0.03%收取，最高收费50元
¹ 免费

2

2.1 免费 免费 免费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4]2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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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50号

序号 个人客户 惠财客户* 私人银行客户 服务功能

3

3.1
12个月内免费；超12个月的人民币30元/份，封顶人民
币300元

免费 免费 补发账单/交易明细

3.2 免费 免费 免费 账户密码修改/挂失/重置

3.3 免费 免费 免费 重要凭证挂失及补发

3.4 人民币80元/份 免费 免费 提供客户存款资金证明服务

4

4.1 免费 免费 免费 享受惠财银行/私人银行相应的服务

5

5.1

5.1.1 免费 免费 免费 提供通过海外代理行外币汇入结算服务

5.1.2 免费 免费 免费 提供通过境内代理行外币汇入结算服务

5.1.3
每份报文收取人民币140元/笔或等值外币
(按发送电报费用笔数计收)

每份报文收取人民币70元/笔或等值外币(按发送电报费
用笔数计收)

每份报文收取人民币70元/笔或等值外币(按发送电
报费用笔数计收)

由客户主动发起的退汇或由客户原因发生的退汇

5.2

5.2.1 免费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退汇的服务，其费用可以向汇款人收取，也可以从汇
款本金中扣收。电子渠道办理的款项，按照电子汇划费标准收取

5.3

5.3.1
汇款金额的0.1%，每笔最低人民币10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人民币500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提供外币电汇汇出款服务

5.3.2 人民币120元/笔或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由客户主动发起的汇款修改/取消/查询或由客户原因发生的汇款
修改/取消/查询

5.3.3 人民币140元/笔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70元/笔或等值外币
2

人民币70元/笔或等值外币
2 通过海外代理行办理业务向代理行发送电报

5.3.4 由代理行收取 由代理行收取 由代理行收取 通过代理行汇款由代理行收取的手续费（适用于柜面和网银）

6

6.1 免费 免费 免费 外币现金存款

6.2
取款金额0.4%，每笔最低人民币40元或等值外币的手
续费，每笔最高人民币500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外币现金取款

7

7.1 动态密码器 新办/补办 人民币60元/只
3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动态密码器

7.2 免费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手机动态密码服务

7.3
同“外币汇出汇款-境内、境外外币汇出款手续费”的
收费标准

同“外币汇出汇款-境内、境外外币汇出款手续费”的收
费标准

同“外币汇出汇款-境内、境外外币汇出款手续费
”的收费标准

提供外币电汇汇出款服务

7.4 同“外币汇出汇款-电报费”的收费标准 同“外币汇出汇款-电报费”的收费标准 同“外币汇出汇款-电报费”的收费标准 通过海外代理行办理业务向代理行发送电报

8

8.1 30元/张
3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借记卡卡片

8.2 10元/次3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借记卡正式挂失服务

8.3 免费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借记卡密码重置服务

8.4 免费 免费 免费 为客户提供借记卡交易短信提醒服务

8.5

8.5.1 3.5元/笔
3

3.5元/笔
3

3.5元/笔
3 为客户通过同城其他银行ATM取款提供服务

8.5.2 3.5元/笔3 3.5元/笔3 3.5元/笔3 为客户通过异地其他银行ATM取款提供服务

8.6

8.6.1 10元/笔 10元/笔3 10元/笔3 为客户通过新加坡、香港、澳门三地华侨银行ATM取款提供服务

8.6.2 15元/笔 15元/笔3 15元/笔3 为客户通过境外其他银行ATM取款提供服务

8.6.3 4元/笔3 4元/笔3 4元/笔3 为客户通过境外其他银行ATM查询提供服务

8.7

8.7.1 20元/笔
3

20元/笔
3

20元/笔
3 发生交易争议时为客户调取交易单据并协助调查处理

9

9.1 人民币1元/笔 人民币1元/笔 免费 通过同城清算系统进行的同城跨行汇款业务

10

10.1

10.1.1 因客户自主提前终止收取的费用

10.1.2 私募/定制结构性存款认购服务

10.2

10.2.1 提供产品认购/申购服务

10.2.2 提供产品转换服务

10.2.3 私募/定制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结构性票据认购服务

解释权归银行所有。如有任何变动，请留意以银行不时发布的最新公告为准.

2022年9月16日生效

*每月月末账户余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或等值外币的客户

调单手续费

¹
惠财客户，汇出币种为人民币，且收款行为华侨永亨银行香港、澳门以及华侨银行香港，免汇款手续费和境外代理行/中间行费用，优惠期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短信通知服务（ATM及POS交易通知）

免费

本费率表于2022年9月16日起生效。本费率表仅供参考，并会随时因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法律、法规、市场惯例、银行商业决策及第三方机构收费标准的变更而更改，具体以相关服务条款或本行公布的最新费率表为准。本表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发生调整，本行将通过营业网点或网站
（www.ocbc.com.cn)等进行公告。如您对本服务价格目录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 40089 40089 (国内) (86 755) 2583 3688 (海外)

2惠财客户、私人银行客户，汇出币种为港币和美金，且收款行为华侨永亨银行香港、澳门以及华侨银行香港，免汇款手续费、电报费和境外代理行/中间行费用（美元付款，海外代理行仍然可能向收款人收取清算费用），优惠期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人民币跨行转账汇款

人民币同城清算（通过综合业务支付系
统，仅上海）

境外取款手续费（华侨银行ATM机）

境外取款手续费
(非华侨银行ATM机）

查询

争议处理

外币汇入汇款

网上银行

外币汇出汇款

人民币汇入汇款

修改/取消/查询电汇

电报费（汇出需加收电报费）

境内、境外外币汇出款手续费

退汇

电报费（电汇需加收电报费）

外币现金存款

外币现金取款

电汇

外币现金交易

海外汇款入账

外币境内划入

退汇

代理行收费

手机动态密码服务

账户管理费

账户管理费

转账

市场调节价收费项目

账户密码修改/挂失/重置

账单/交易明细/回单补发

开立存款证明/账户余额证明

存单/存折等重要凭证挂失及补发

账户服务

1.1.1

人民币10,000至人民币50,000（含）

电汇（人民币）

人民币50,000以上

人民币现金交易

人民币2,000及以下

跨行异地ATM取款

境外银联自动柜员机交易

服务价格目录（个人客户适用）

异地本行柜台取现

政府指导价收费项目

人民币2,000至人民币5,000（含）

跨行柜台转账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人民币5,000至人民币10,000（含）

人民币跨行转账汇款

境内银联ATM交易

借记卡收费项目

新发卡/补卡/换卡

卡片挂失

密码重置

跨行同城ATM取款

3. 个人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收费标准仅包含由本行收取的费用，由政府征收之各项税费和其他费用以及由其他第三方机构直接收取的费用不包含在本表内。该等税费和其他费用应由客户自行缴纳。

3免费，优惠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结构性存款认/申购费（如适用） 收费标准详情参考产品条款说明书等产品销售文件

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结构性票据认/申购费
（如适用）

人民币跨行转账7.5
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
（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人、其
他个人或单位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1）2,000元及以下,免费；

（2）2,000元至5,000元（含），人民币5元/笔
3
；

（3）5,000元至10,000元（含），人民币10元/笔3；

（4）10,000元至50,000元（含），人民币15元/笔
3
；

（5）50,000元以上，按汇款金额0.03%收取3，最高收

费人民币50元3。

（1）2,000元及以下,免费；

（2）2,000元至5,000元（含），人民币2.5元/笔
3
；

（3）5,000元至10,000元（含），人民币5元/笔3；

（4）10,000元至50,000元（含），人民币7.5元/笔
3
；

（5）50,000元以上，按汇款金额0.015%收取3，最高收

费人民币25元3。

个人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提前终止违约金 具体提前终止条件和收费标准请参见产品销售文件并根据提前终止时的市场交易成本逐笔确定。

结构性存款

个人理财产品

收费标准详情参考产品条款说明书等产品销售文件

4. 银行为客户提供其他私募/定制服务，相关收费标准和适用条件以银行与客户签订协议为准。

5. 个人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收费标准为标准收费，银行有权根据具体情况执行优惠收费措施。

代客境外理财产品—境外基金系列
认/申购费

认/申购金额的2.5%, 具体收费标准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代客境外理财产品—境外基金系列
转换费

按转出或转入金额的1%收取，具体基金产品能否转换、转换条件及转换费的计算方法请参见产品销售文件

**个人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收费项目说明

2. 个人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收费标准仅提供收费范围供参考，并仅适用于生效日后新购产品。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的实际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依具体产品而定，具体产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请参见产品说明书。

1. 上述个人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收费标准是我行以个人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运行中本行相关人员成本、托管银行所收取的托管费率（如有）、系统开发维护更新成本、系统软硬件成本为基础，并参考国内同业同类产品的收费标准制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