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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和服务费率声明  

本刊费率(可不时修改或补充)适用于本行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个人及对公

客户。在本刊中，“对公客户”是指公司、企业、机构和其它非个人客户、以

及个体工商户。 

本刊费率于二零二壹年七月二十五日起生效。本行可不时酌情或按法律法规和/

或有关当局的指令修改本刊所载之收费、账户和服务条款，对于因法律法规和/

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发生变化而进行的修改，本行毋需承担通知客户的责任。 

本行所载之收费并不包括其他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汇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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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费用及税款(如有)应按照该等

其他机构及有关当局所定之费率缴交。 

本刊费率(可不时修改或补充)仅供客户参考，本行不对其完善性及其与法律法

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的一致性承担任何责任。本刊所载之内容并不限制本行

在任何其他相关账户条款下享有的权利。 

本刊费率，可不时修改或补充，印刷版本无法做到即时更新。印刷版本与本行

官网电子版本如有不同，应以本行官网电子版本为准（本行官网地址：

https://www.hsbc.com.cn/rural-bank/）。如果本行向客户提供特殊或定制服

务或双方对收费另有合法约定的，相关收费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除另有规定外，本文件中的收费均以人民币计价和支付。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

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于付款时确定的汇率换

算。 

对于本刊费率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我行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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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属于政府指导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注:以下政府指导价服务项目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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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1 日生效)制定。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10001 对公跨行柜台转

账汇款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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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万元(含)以下,每笔收费 5 元  

1 万—10 万元(含),每笔收费 10 元 

10 万 — 50 万元(含),每笔收费 15 元 

50 万 — 100 万元(含),每笔收费 20 元 

超过 100 万元按 0.002%收取,最高收费 200 

元 

10002 个人跨行柜台转

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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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千元(含)以下,每笔收费 2 元 

2 千元—1 万元(含),每笔收费 5 元 

1 万—10 万元(含),每笔收费 10 元 

10 万 — 50 万元(含),每笔收费 15 元 

50 万 — 100 万元(含),每笔收费 20 元 

超过 100 万元按 0.002%收取,最高收费 50 元 

10003 个人现金汇款手

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

入其他银行(含同城

和异地)的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 0.5%,最高收费 50 元 

10004 对公支票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支

票业务 

每笔 1 元 

二、属于政府定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注:以下政府定价服务项目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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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1 日生效)制定。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20001 对公现金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现金支票凭证 0.4 元/份 

20002 对公转账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转账支票凭证 0.4 元/份 

20003 对公支票挂失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

元收取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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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1. 对公服务项目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人民币） 

31001 上门取(送)单 根据对公客户需求,提

供上门取送单服务 
20 元/次 

长期定点收送单按协议定价 
31002 对公账户维护 为对公客户提供对公结

算账户维护服务 
50 元/年 

 

如客户只有一个账户的,免年费； 

 

如客户同时拥有多个对公账户的,则自本

费率表生效日起,其中一个账户享受免年

费（其中贷款专户不收费） 
31003 对公账户信息查询 向对公客户提供银行账

户信息查询服务 

查询三个月内的信息免费,查询三个月以

上的信息 20 元/次 

31004 对公补制回单 向对公客户提供补制交

易凭证服务 

补制三个月内回单免费,三个月以上的 10 

元/次 

31005 对公补制对账单 向对公客户提供补制对

账单服务 

补制三个月内对账单免费,三个月以上的

10 元/次 

31006 对公印鉴变更 对对公客户预留本行的

印鉴进行变更登记 
20 元/次/户 

31007 对公印鉴挂失 对对公客户预留本行的

印鉴进行挂失登记 
100 元/次/户 

31008 单位客户附加结单 根据对公客户需求，提

供特别定制的账单或业

务回单 

150 元/份 

31009 账户结余证明书 根据要求,向对公客户

提供书面的账户结余证

明 

100 元/份 

31010 提供特定结单/进账

通知/扣账通知/传票  

根据对公客户需求，提

供特别定制的结单/进

账通知/扣账通知/传票 

三个月以内信息 50 元/份； 

三个月以上信息 100 元/份 

31011 常行指示设定、修

改或停止指示 

根据对公客户指令,提

供定期扣款或转款服务 

最高收费 200 元 

31012 开立验资账户并出

具证明 

根据对公客户要求,开

立验资账户并提供相关

证明文件 

100 元/每位股东 

31013 开立备用信用证 根据对公客户要求,提

供信开的备用信用证 

每 3 个月有效期按开立金额的 0.1%-

1%，最低 500 元 

31014 开立保函 根据对公客户需求,提

供信开的保证函/担保函 

每 3 个月有效期按开立金额的 0.1%-

1%，最低 500 元 

31015 修改保函/备用信用

证-增加金额或延长

有效期  

根据对公客户要求,增

加保函/备用信用证金

额或延长期限  

每 3 个月有效期按开立金额的 0.1%-1%,

最低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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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人民币） 

31016 修改保函/备用信用

证-其他修改条款 

(包括取消保函) 

根据对公客户要求,除增加

金额和延长期限以外的对

保函/备用信用证的条款进

行修改 

100 元/次 

31017 贸易服务安排费 根据对公客户要求,为客户

办理贸易融资提供单据收

集、传递等协助以及便利 

审核单据金额的 0.025%,最低 36

元 

31018 对公零钞清点 为对公客户清点零钞 300 张(枚)以下免费,300 张(枚)以

上的，每增加 100 张(枚)收费 1 元 

31019 代发工资 根据与对公客户的协议,定

期向其员工的指定账户发

放工资 

1 元/笔 

31020 代理收付费 根据对公客户需求和签署

的相关协议,为其代理收取

相关费用 

按签订协议收费(包括代理收付电

话费、水电费、行政事业单位罚没

款等) 

31021 境内汇入汇款 

(人民币) 

处理从境内汇入的人民币

电汇汇款 

免费 

31022 境内汇出汇款查询 

(人民币) 

通过柜台查询境内汇出人

民币汇款信息 
0.5 元/笔 

31023 境内汇出汇款退汇 

(人民币) 

汇出汇款,在汇款完成以

前,按照法定规定程序,取

消原汇款 

0.5 元/笔 

31024 境内汇出汇款指示修

改(人民币) 

在汇款完成以前,按照法定

规定程序,对汇款指示进行

修改 

20 元/笔 

31025 公司网银 

(汇丰财资网) 

网上银行服务,可管理在本

行开立的账户 
月收费:70 元 

账户费:30 元/账户/月,前 10 个账户

免费 

用户费:30 元/用户/月,前 5 个用户

免费 

 

*以上收费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免收。 

31026 公司网银安全密码器 向网银对公客户提供用于

网银安全的密码器 

150 元/个，前 2 个免费。 

 

*以上收费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免收。 

31027 对公跨行网银转账 

(人民币) 

通过网银将对公客户的资

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其它

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

户 

1 万元（含）以下，每笔收费 2.5 元；

超过 1 万元，每笔收费 10 元。 

 

*以上收费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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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服务项目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人民币） 

32001 个人账户柜台查询 通过柜台查询个人账户信息 免费 

32002 个人存折挂失 为个人客户办理存折挂失 20 元/次/户 

32003 个人印鉴挂失 为个人客户办理预留印鉴挂

失 

免费 

32004 个人客户附加结单 向个人客户提供额外的结单 50 元/份 

32005 账户结余证明书 根据要求,向客户提供书面的

账户结余证明 

100 元/份 

32006 提供特定结单/进账

通知/扣账通知/传

票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特别定制

的结单/进帐通知/扣账通知/

传票 

三个月以内信息,50 元/份； 

三个月以上信息,100 元/份 

32007 常行指示设定、修

改或停止指示 

根据客户指令,提供定期扣款

或转款服务 

最高 200 元 

32008 代理收付费 根据客户需求和签署的相关

协议,为其代理收取相关费用 

按签订协议收费(包括代理收付电话

费、水电费、行政事业单位罚没款

等) 

32009 境内汇入汇款 

(人民币) 

处理从境内汇入的人民币电

汇汇款 

免费 

32010 境内汇出汇款退汇 

(人民币) 

汇出汇款,在汇款完成以前,

按照法定规定程序,取消原汇

款 

0.5 元/笔 

32011 境内汇出汇款指示

修改(人民币) 

在汇款完成以前,按照法定规

定程序,对汇款指示进行修改 

20 元/笔 

32012 借记卡 向个人客户发放借记卡并对

借记卡账户进行维护 

免费 

32013 借记卡挂失 通过柜台办理借记卡挂失  免费 

32014 借记卡更换新卡 通过柜台办理借记卡挂失换

卡 

免费 

32015 借记卡密码重置 通过 ATM 或柜台办理借记

卡密码重置  

免费 

32016 借记卡 

境内外 ATM 查询 

通过境内外的 ATM 查询借

记卡账户信息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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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人民币） 

32017 借记卡取现- 

境内 ATM 取现 

通过境内 ATM 提取

现金 

同省:免费 

跨省跨行： 

- 标准定价：3.5 元/次 

- 优惠定价：免费 

*自 2021年 7月 25日至 2022年 7月 31

日执行优惠定价。 

 

注： 

- “同省”指取现交易发生地与借记卡主账户所

属地为同省( 含直辖市) 。 

- “跨省”指取现交易发生地与借记卡主账户所

属地为跨省( 含直辖市) 。 

32018 借记卡取现- 

境外 ATM 取现 

通过境外及港澳台地

区 ATM 提取现金 

20 元或等值外币+交易金额的 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