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客户：

特此公示

附件一：服务价格目录（单位客户适用）  

一、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生效日期：2016年6月13日

编号 收费项目

R1 人民币跨行转帐汇款
R1.1 跨行柜面转账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 人民币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 人民币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 人民币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 人民币20元
100万元以上 汇款金额0.002%，最高人民币200元

R2 人民币支票服务
R2.1 手续费
R2.2 挂失费
R2.3 工本费
R3 本票服务
R3.1 手续费
R3.2 挂失费
R3.3 工本费
R4 银行汇票服务
R4.1 手续费
R4.2 挂失费
R4.3 工本费

二、市场调节价
1.账户及存款服务类收费 生效日期：2016年6月13日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优惠措施

至2016-12-31
D1  账户服务
D1.1 休眠账户服务费

D2 现金交易
D2.1 外汇柜面取现 通过柜台提供外汇现金取款服务 /

D3 托管账户服务
D3.1 账户服务费 为交易双方提供的账户资金安全监管服务 /

D4 月结单、交易回单
D4.1 账户结单费 为单位客户提供各类账户结单，包括交易回单、月

结单、银企对帐单等。
资本金、外债等专用账户免费；
新客户自开户当日起3个月内可享
受免费；根据账户币种若账户的
月均余额高于一定水平的免费，
具体如下：
人民币：CNY5万元；港币：HKD5
万；美元：USD5千；日元:JPY60
万；其他：按账户币种5千。

D4.2 回单箱卡工本费 出售给客户的回单箱卡

D4.3 询证函、账户结余证明函
等银行证明

根据客户要求出具的银行证明类文件 /

D4.4 月结单、回单重新签发
（含境内邮递费）

1年以内（含） 人民币80元/份（适用人民币账户）、等值
10美元/份（适用外币账户）

提供一年以内的月结单或交易回单副本 3个月以内的免费

1年以上 人民币160元/份（适用人民币账户）、等
值20美元/份（适用外币账户）

提供一年以前的月结单或交易回单副本

D4.5 月结单/回单传真费* 月结单传真费：等值人民币20元
/份

根据客户要求为客户传真月结单、交易回单的服务 /

2.结算服务类收费 生效日期：2016年6月13日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优惠措施

至2016-12-31

S1

S1.1 柜面汇划职工工资、退休

金、养老金

为客户办理工资、退休金、养老金汇划业务 /

S1.2 柜面汇划财政金库、救灾

、抚恤金等款项

为客户办理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的

汇划业务

/

S1.3 进帐单交换业务 通进帐单理的人民币同城跨行汇款业务 /

S1.4 单位主动查询 适用于非我行工作差错原因造成的未收到款项，应

客户要求提供的主动查询服务

/

S2

S2.1 手续费 提供从海外汇入单位客户账户的人民币款项 /
S3

S3.1 手续费 /

S4

我行对公司业务服务价格目录进行了改版，同时调整了部分业务的收费标准。新版服务价格目录分将市场调节价部分细分为账户类、结算类、电子银行及现金管理
类、贸易类、贷款五大类，收费标准的描述更加准确。 附件一新版服务价格目录将于2016年6月13日起生效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三月九日

按柜面跨行转账汇款收费标准收取汇划费

*注意:该手续费中并不包含代理行可能加收的手续费，若代理行加收，我行

将根据实际发生额另行收取。

外币汇入汇款

服务内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转

帐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单位、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为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为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支票凭证

为对公客户办理本票业务
为对公客户办理本票挂失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本票凭证

为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业务

跨境人民币汇入汇款

跨境人民币转帐汇款

按取款金额0.4%，最低收取等值5美元/笔

按存款金额的0.1%收取,视业务复杂程度最高上浮比例不超过30%，最低收
取1000美元或等值其它货币

人民币账户，收取400/月；
美元账户，收取50/月；
港币账户，收取400/月；
日元账户，收取6,000/月；
其他币种账户，收取50/月；
*币种为账户币种

收费标准

人民币、港币账户，按账户币种收取200/年； 针对休眠账户和无人认领账户，征收年度服务费
日元账户，收取4,000日币/年；
其他币种账户，按账户币种收取30/年；

收费标准

人民币2元/笔

免费，但是按实际发生额收取代理行费用

*说明：月结单/回单的传真或快递服务仅在部分网点开展，具体请咨询当地分支行。

境内人民币转帐汇款

免费

等值人民币30元
*说明：电子回单箱服务仅在部分网点开展，具体请咨询当地分支行。

说明：以上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项目的定价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委价格[2014]268号）

注：若客户要求加急汇款，以规定收费标准为基数上浮20％，但每笔最高收

费标准不变。

为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挂失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银行汇票凭证

说明：对公现金存取款业务仅在部分网点开展，具体请咨询当地分支行。

说明：托管账户服务仅在部分网点开展，具体请咨询当地分支行。

等值人民币200元/份

收费标准

每笔人民币1元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每份人民币0.48元

每笔人民币1元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每份人民币0.4元

每笔人民币1元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每份人民币0.48元

人民币1元/笔

手续费人民币0.5元/笔，                                      

邮电费人民币5.85元/笔（普通），人民币11.7元/笔（加急）



S4.1 手续费 处理汇入单位客户账户的外汇款项 /

S5
S5.1 手续费 提供外币境内外支付、转汇、同城异地外币汇出服

务收取的费用

/

S5.2 电报费 银行处理业务时的报文通讯等费用 /

S5.3 代理行费用 客户办理业务时产生的代理行费用 /

S5.4 电汇修改/查询/取消 提供电汇报文的修改、查询及取消服务 /
S6

S6.1 手续费 利用深港RTGS实时支付系统为客户办理深圳与香港

的外币实时支付业务所收取的费用

利用深港RTGS实时支付系统为客户办理深圳地区外

币实时支付业务所收取的费用

S6.2 通信费 /
S6.3 电汇修改/查询/取消 /

S7

S7.1 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外币支票业务 /
S7.2 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外币支票凭证 /
S7.3 挂失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外币支票挂失 /
S7.4 同城票交 通过纸质支付凭证的形式办理的外汇同城跨行汇款

业务
S7.5 境外票据托收 为对公客户办理外币支票业务 /

S7.6 退票 为对公客户办理外币支票退票业务 /

S8

S8.1 电汇凭证/进帐单工本费 出售给客户的电汇凭证或进帐单凭证 /

S8.2 支付结算书工本费 提供给客户的人民币柜台转帐汇款凭证 免费

S8.3 支付密码设备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支付密码器和圈存器 /

S8.4 收款管家卡服务 代理行收取的服务费 /

3.电子银行及现金管理服务类收费 生效日期：2016年6月13日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优惠措施

至2016-12-31
E1 企业网上银行

E1.1 安全密码器（Token） 为客户提供安全密码器（OTP令牌）
E1.2 优盾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优盾 每个企业新开通网上银行服务时

，免费获赠至多3个优盾，超额部

分按照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E1.3 数字证书费 为客户提供数字证书 每个企业至多豁免3个数字证书的

首年年费，超额部分按照收费标

准收取费用
E1.4 网银年费 提供网银系统服务、受理功能变更等服务 Velocity@ocbc仅针对自定义版收

费，中小企业版免费
E1.5 上门培训 为客户提供上门培训服务 /
E1.6 跨行转账_普通

5万元以下(含5万元)

为客户提供5万以下跨行人民币普通转账服务 中小企业版免费

E1.7 跨行转账_快速 为客户提供跨行人民币快速转账服务 中小企业版免费

E2 银企直联

E2.1 初装费 开通测试费、加密机购置费、证书费等 /

E2.2 维护费 加密机维护及证书定期更新等运维费用 /

E3 客户通知

E3.1 服务费 为客户提供账户进出账信息的短信通知服务 免费
E4 SWIFT账户信息报文服务
E4.1 MT940 SWIFT电子帐单的发送及代客接收服务 /

E5 现金归集中和现金池
E5.1 初装费 为客户办理现金池服务 /

E5.2 维护费 为客户提供服务选项变更，交易查询等服务 /

E6 委托贷款（包括双边、多
E6.1 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

E7 法人帐户透支

E7.1 各项收费 为客户办理法人账户透支业务 /

4.贸易服务类收费 生效日期：2016年6月13日

编号 收费项目

T1 进口信用证开立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人民币100元/个
人民币70元/个

人民币200元/年

1,000元/年

说明：收款管家卡服务是通过代理行网点提供存入现金和票据托收的服务，不含现金支取服务；目前仅限上海地区使用。

说明：支付密码服务仅在部分网点开展，具体请咨询当地分支行。

人民币50,000/每客户，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人民币50,000/每客户/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免费，该手续费中并不包含代理行可能加收的手续费，若代理行加收，我行

将根据实际发生额另行收取。

未入客户帐的退汇业务每报文收取等值25美元，从本金中扣收。

按汇款金额0.1%，每笔最低收取等值25美元/笔，最高收取等值150美元/笔

按汇款金额0.1%，每笔最低收取等值25美元/笔，最高收取等值150美元/笔

。（其中港币汇款最低收费港币200元，最高收费港币1,000元。）

等值人民币1元/笔

等值人民币7.5元/本（25张）

代理行将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我行将根据实际发生额收取，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等值人民币0.5元/份
购买支付密码器：人民币520元/台；

购买支付密码器和圈存器：人民币700元/套；

更换支付密码器：人民币80元/台

等值人民币0.2元/张
按票面金额0.1%（最低收取等值人民币5元）
等值10美元/次 （港币50元每次）

每张票据按票据面额的0.125%，最低收费等值5美元（港币收取25元），最

高收费等值50美元（港币收取250元）

*该手续费中并不包含邮递费用，我行将根据实际发生额另行收取邮递费。

等值5美元/笔（港币收取20元/笔）

2仟美元以下：1美元（港币5元）；

2仟-1万美元：2美元（港币10元）；

1万－2万美元：3美元（港币15元）；

2万－20万美元：4美元（港币20元）；

20万美元以上：汇款金额0.002%，最高20美元（港币最高100元）。

港币50元每笔，其他币种等值10美元每笔
港币50元每次，其他币种等值10美元每次

外币电汇汇出（含境内和境外）

按“5.贷款业务类收费”执行

人民币300/账户/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放款金额*0.3%/360*放款期限，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深圳和深港外币实时电汇（RTGS）

外币支票

其他

收费标准

人民币0.1元/条，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等值人民币800元/月，按每个账户、每个报文接收方（或发送方）收取

人民币1,000/账户，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500元/次，交通费、住宿费另计
按柜面跨行转账汇款收费标准收取汇划费

按柜面跨行转账汇款收费标准收取汇划费

25美元/等值/次

汇款人承担手续费（OUR）的，美元汇款收取18美元/笔，欧元汇款收取15

欧元/笔

美元全额到帐服务收取25美元/笔

*注意:部分国家、地区和收款行无法保证收款人全额到帐，具体请咨询当地

分支行。

其他情况根据代理行通知另行扣收

25美元/等值/次



T1.1 信用证开立费用

T1.2 背对背信用证条款审核费

T2 进口信用证修改
T2.1 增加金额，展期 提供信用证修改服务
T2.2 其他(包括撤销) 提供信用证修改服务
T3 进口信用证承兑
T3.1 远期信用证承兑费用
T3.2 单据金额超过信用证金额

T3.3 单据处理费
T3.4 不符点手续费
T3.5 本行信用证单据不付款退单
T4 进口提货担保
T4.1 提货担保签发 提供提货担保开立服务
T4.2 提货担保修改费 提供提货担保修改服务
T5 进口单据托收
T5.1 进口单据托收手续费 提供进口单据托收服务
T5.2 进口跟单托收票据保证手

续费
提供进口跟单托收票据保证

T6 进口逾期单据处理
T6.1 逾期单据处理手续费

在单据到期日或提示日后
三个月仍未归偿收取

提供进口单据项下逾期单据审核、操作服务

T7 出口信用证

T7.1 全文通知
T7.2 修改
T7.3 预通知
T7.4 信用证取消
T8 出口信用证保兑
T8.1 保兑费
T8.2 取消信用证保兑费
T8.3 保兑信用证承兑费
T.9 出口信用证转让
T9.1 全额转让信用证(条款不

变)
T9.2 部分转让信用证,条款改变

T9.3 转让条款审核费
T9.4 增加已转让信用证金额
T9.5 其他修改（包括撤销）
T10 出口信用证议付
T10.1 信用证议付手续费
T10.2 信用证项下单据审核费用

以每笔不超过3套发票/运

输单据计，超过另计

T10.3 担保/电报议付手续费
T10.4 信用证项下单据预付手续

费
T11 出口贸易  - 托收
T11.1 出口单据托收
T11.2 更改期限/付款条件
T11.3 光票托收
T12 出口信用证索偿
T12.1 索偿手续费
T13 出口逾期单据处理
T13.1 逾期单据处理手续费

信用证或托收项下，即期
单据在提交后三个月后或
远期单据到期日后三个月
仍未归偿时收取

T14 其他贸易服务 - 

T14.1 开立
T14.2 增加金额或展期
T14.3 其他修改（包括撤销）
T14.4 索偿手续费

保函为非本行开立时收取

T15 发票融资
T15.1 发票融资手续费

T16 商业汇票

T16.1 承兑手续费
T16.2 工本费
T16.3 挂失
T16.4 敞口风险管理费
T16.5 托收手续费
T16.6 查询查复
T17 贸易项下其他收费
T17.1 电报费

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

证开立
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

证修改
其他

T17.2 快递费
国内快邮费
国际快邮费

T17.3 单据预审，咨询服务

5.贷款业务类收费 生效日期：2016年6月13日

提供远期信用证承兑服务
提供远期信用证承兑服务

提供信用证项下单据审单和处理服务
提供信用证来单不符点审核和处理服务
提供信用证单据处理服务

提供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服务
提供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通知服务
提供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预先通知服务
提供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取消通知服务

提供信用证保兑、信用证承诺议付/贴现（暗保）服务
提供信用证保兑、信用证承诺议付/贴现（暗保）取消服务
提供远期保兑信用证、已承诺议付/贴现（暗保）信用证的承兑服务

提供信用证转让服务

提供信用证转让服务

提供转让信用证审核服务，如在我行开立转让信用证则可免除

提供信用证转让修改服务
提供信用证转让撤销服务

等值30美元/笔，通过快递公司专项服务递交通知书的收取270人民币
等值25美元/笔，通过快递公司专项服务递交修改通知书的收取240人民币
等值15美元/笔
等值25美元/笔

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担保、电报议付手续费
提供信用证项下单据预付服务

按开立金额0.15%/季，最低收取等值40美元/笔，不足一季按一季计算

按承兑金额0.1%/月，最低收取等值30美元/笔，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记算
按开立金额0.15%/季，最低收取等值40美元/笔

按金额的0.125%，最低收取等值75美元/笔
等值70美元/笔
等值40美元/笔

等值40美元/笔
等值15美元/笔

按金额的0.125%，最低收取等值75美元/笔

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处理、交单和议付等服务

提供出口单据托收服务

视开证行的资信及所在国家的风险而定，逐笔报价

按保证金额0.1%/月，最低收取等值30美元/笔

提供出口单据托收更改服务
提供出口单据托收服务

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单据的索偿服务

提供出口单据项下逾期单据审核、操作服务

提供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开立服务
提供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服务

等值15美元/笔/月

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审单服务

3%/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提供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撤销服务

提供银行保函索偿服务

等值25美元/笔
0.1%/月,最低收取等值30美元/笔 , 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按金额的0.125％，最低收取等值25美元/笔

等值50美元/笔

等值30美元/笔

等值20美元/笔

等值10美元/笔
香港，澳门 最低收取等值 15美元/笔

台湾，日本，韩国 最低收取等值 20美元/笔

东南亚 最低收取等值 30美元/笔

南亚，中东，中美洲，南美洲 最低收取等值 40美元/笔

非洲，东欧 最低收取等值 50美元/笔

其他 最低收取等值 35美元/笔

如实际发生费用高于本收费标准，将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银行应单位客户申请，作为承兑行对客户出具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商业汇票凭证
为对公客户办理汇票挂失
为对公客户提供汇票服务
为对公客户提供汇票托收服务
为对公客户提供汇票查询查复服务

提供贸易项下的电报服务

提供贸易项下的电报服务

提供贸易项下的电报服务

提供向客户寄送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函，代理客户邮寄业务单证服务

提供发票融资类业务的发票处理服务

提供向客户寄送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函，代理客户邮寄业务单证服务

提供各类单据预审，咨询服务

人民币30元/笔
人民币30元/笔

提供信用证开立服务

提供背对背信用证开立和审核服务，如在我行开立背对背信用证则可免除

等值30美元/笔
增额部分按0.15%/季，最低收取等值40美元/笔

等值30美元/笔

按票面金额0.05%

每份人民币0.28元
0.1%,最低 人民币5元/笔

发票金额的0.3%－1%, 

人民币业务最低收取350元，其他币种最低收取等值50美元/笔

按开立金额0.125%/月,最低收取等值100美元/笔
增额部分或展期部分按0.125%/月,最低收取等值100美元/笔
等值40美元/笔

按交单金额0.125%,最低收取等值75美元/笔
等值30美元/笔

等值20美元/笔
等值25美元/笔

每笔收取40美元/等值

所转让金额的0.15％，最低收取等值50美元/笔

等值30美元/笔
按增额部分0.15%,最低收取等值50美元/笔
等值30美元/笔

0.125%，最低收取等值30美元/笔

等值15美元/笔/月

等值35美元/笔

按单据金额0.125%, 最低收取等值75美元/笔
等值20美元/笔
0.0625%, 10美元/笔，最高收取等值60美元/笔

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



序号 服务项目
人民币贷款业务收费

（单位：人民币）

外币贷款业务收费

（单位：港币）
L1

L1.1 复印房产证 ￥50.00/贷款账户 $50.00/贷款账户
L1.2 复印合同等权属文件 ￥100.00/贷款账户 $100.00/贷款账户
L1.3 补发贷款发放通知书、还

款通知书、收据、收款通

知

一年内：免费  

超过一年：￥50.00/份

一年内：免费                                             

超过一年：$50.00/份

L1.4 打印还款记录 ￥100.00/会计年度，不足一会

计年度的按一会计年度收取费用

。

$100.00/会计年度，不足一会计年度的按

一会计年度收取费用。

L1.5 贷款发放通知书、还款通

知书、收据、收款通知等

贷款单据传真或快递（快

递限中国大陆地区）

L1.6 调整还款年期 ￥500.00/账户 $500.00/账户

L1.7 更改还款日期 ￥500.00/账户 $500.00/账户
L1.8 更改分期还款金额 ￥500.00/账户 $500.00/账户
L1.9 更改还款结构（固定还款

金额或固定还款期限）

￥500.00/账户 $500.00/账户

L1.10 更改还款周期 ￥800.00/账户 $800.00/账户
L1.11 调整贷款利率 / $500.00/账户
L1.12 更改贷款币种 / $800.00/账户（只能更改一次）
L1.13 签发贷款余额证明（非审

计用途）

￥100.00 CNY100等值

L1.14 签发贷款余额证明（审计

用途）

￥200.00 CNY200等值

L1.15 出具资信函 ￥200.00 CNY200等值
L1.16 其他银行询证函 ￥200.00 CNY200等值
L1.17 注销抵押登记文件加急费 ￥200（还清贷款后第三个工作

日取件）

$200（还清贷款后第三个工作日取件）

L1.18 出具租赁同意书手续费 ￥500/份 $500/份

L2

L2.1 贷款代理行费

L2.2 抵押代理行费

L2.3 安排费 / 承销费

L2.4 银团贷款结构费

L2.5 承诺费

L3

L3.1 小东主贷款（小微企业无

抵押贷款）
L3.2 小东主抵押贷款 

L3.3 机器设备抵押贷款
L3.4 汽车贷款

本刊所载之服务范围及收费可随时按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如果发改委、银监会、银行同业协会等）的指令或规定修改，或由本行根据市场变动情况作不时修改或补充。

本刊所载之任何项目的收费调整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要求及时进行公示。

本刊所载之收费标准以人民币、港币或美元标价，本行可以按服务时公布的汇率收取等值的其他货币。

本刊所载之收费标准并不包括其他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本集团境内外其他成员及有关代理行）及政府机关所收取的费用及税款，客户须按照其他机构及当地政府所定的费用及税款缴交相关费用。

本刊所载之收费标准，印刷版本无法做到即时更新，以分支行柜面公告和本行官网电子版本为准。 

本刊所载之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收费标准，因所涉及地区、国别风险，业务复杂程度等因素，最高上浮幅度不超过标准收费的三倍。

如果银行向客户提供特殊或定制服务且/或双方对收费另有相关合同约定的，相关收费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中英文本如有歧义，应以中文为准。

本刊所载之服务价格目录于2016年6月13日起生效。

如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或拨打服务热线（含投诉）: 40089 40089。

官方网站：www.ocbc.com.cn  

备注:

按未用的授信金额的0%–3%按每季度/半年/一年收取。

若接受客户变更贷款条款要求而进行相关系统、文档的整理等工作。

授信额度的0% - 5%，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传真免费;如需快递,则采取到付方式投递

为客户出具其他银行询证函服务
根据客户委托，提供办理抵押登记注销加急服务。

接受客户出租抵押房产要求而出具的同意函。
利用银行境外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的咨询等多方面服务，为企业综合筹划设计贷款结构
对于定期贷款，银行在签定合同后至借款人全额提款之前，银行贷款准备的资金成本

为客户出具非审计用途的贷款证明性文件

为客户出具审计用途的贷款证明性文件。

为客户出具的证明其资本信用情况的文件。

若于放款后第一年内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欠款需每次缴付相等于提前还款额

之3%, 

第二年内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欠款需每次缴付相等于提前还款额之2%, 

第三年及以后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欠款需每次缴付相等于提前还款额之1%

。 
提前还款本金的1%-3%
提前还款本金的1%-3%

备注：
1、以上收费不包含因相关服务引起的律师费等外部机构收取的费用，本行保留调整各项收费的权利。

接受提前偿还贷款、更改资金使用计划。

接受提前偿还贷款、更改资金使用计划。
接受提前偿还贷款、更改资金使用计划。

备注：
1、以上收费不包含因相关服务引起的律师费等外部机构收取的费用，本行保留调整各项收费的权利。
2、以上收费不适用于小微企业。

提前还款违约金（适用于小微企业贷款）

提前还款本金的8%

对于已经发放的贷款，由于提前还款所产生的资金成本； 
贸易类产品，根据客户的贸易流程、港口、货物提供特定的期限、产品设计服务。

银团贷款相关各项收费，参照《银团贷款业务指引》，因根据当时的货币市场情况经

借款人、银团成员、代理行、抵押代理行、安排行(如适用者)，自愿协商而作出调整后

确定。

接受提前偿还贷款、更改资金使用计划。

银团贷款

最低为人民币10万，最高不超过贷款额度3%，通常向借款人每年收取费用

一次。
最低为人民币10万，最高不超过贷款额度3%，通常向借款人每年收取费用

一次。
贷款额度的0.5% - 5% (收费按承销风险等条件而定)。

银行通常基于借款人大额授信申请， 

承销其额度而一次性或分阶段(如有需要)收取费用。

贷款额度的0%-5% 

(收费按贷款的结构复杂性而定)，通常安排行会向借款人一次性收取。

L1.19 综合授信结构费

服务内容

贷款业务

为客户提供贷款相关文件的服务。

为客户提供贷款单据的传真或快递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