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解  |   企业及金融同业客户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2.2 深港美元港币支票联合结算业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收费依据

每笔

每笔

《关于开办深港港币支
票双向联合结算业务的
通 知 》 ( 深 人 银 发
[2002]240号)、《关于
试办深港美元支票双向
联合结算业务的通知》
(深人银发[2004]131号)

0.1% (最低人民币 20 元,最高人民币 1000 元。由于
出票人原因或持票人原因不能解付须作退票处理的收
取人民币 30 元。以人民币计收，也可收取等值外币)

0.1% (最低人民币 20 元,最高人民币 1000 元。以
人民币计收，也可收取等值外币)

深圳出票人签发支票 (深圳出票人向
香港收款人签发并在香港流通的美
元、港币支票业务) 

深圳持票人托收香港签发的支票(深
圳持票人申请办理的对由香港出票人
向深圳收款人签发并在深圳流通的美
元港币支票的托收业务。) 

2.1 深圳金融结算系统 收费基准 手续费 跨境通讯费 收费依据

深圳汇往香港的实时支付业务 每笔交易 人民币5元/笔

《关于调整深圳金融结算
系统深港外币业务手续费
收费标准的通知》（深金
结[2022]65号）

港币 40 元/笔港币

美元 美金 5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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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笔交易

1万元以下（含1万元），收费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20元；
100万元以上，0.002%，最高收费200元 

支票
手续费

每笔交易 免费 

支票
挂失费

支票
工本费

银行汇票
手续费

银行汇票
挂失费

银行汇票
工本费

每笔交易

每份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份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收费基准

属于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1 基本结算类业务

2

注1：1.转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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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免收电子汇划
费；3.汇划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每笔收取2元。4.小微企业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实行9折优惠，优
惠期至2024年9月30日。
收费依据：《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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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降低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号

标准价格（单位：人民币） 

2 各分行当地电子清算系统收费      

敬请注意：1.人民币与外币之间汇率以付款当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率（中间价）折算。2.除特别标注收费项目，其余适用企业及金融
同业客户。3.对于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收费项目，我行将严格按全国性的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收费标准执行。4.本表内罗列的境
内人民币业务的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同样适用于上海自贸区内发生的对公境内人民币业务。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1.4 普通收款类业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每笔交易 免费  
同城/全国支票托收 (接受持票人委托向
出票人开户行进行收款) 

每笔交易 免费  

免费  

同城异地电子汇划费(汇入汇款) (通过中
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同城票据
交换及同城清算系统收到的汇入款项)

退票 (对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
统、同城票据交换及同城清算系统收到
的无法处理的收款业务退回原付款行)

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手续费　人民币 1 元  

邮费(托收承付、委托收款按往返邮程收费，如附寄的单证
过多，按邮局规定标准加收超重邮费，如发生全额拒付或无
款支付时，对已收取的电报费，会扣除邮费后退给客户。)

1.3 第三方银行业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每笔交易 第三方代理行手续费+邮电费  
第三方银行代理委托收款和托收承付(委
托他行代理为本行客户办理的委托收款
和托收承付业务) 

第三方银行代理签发银行汇票(委托他行
代理为本行客户办理银行汇票签发业务)

人民币银行汇票业务委托申请书 (因他行
代理签发银行汇票所使用的他行人民币
银行汇票业务委托申请书) 

每张汇票

每本
(含25张)

第三方代理行手续费  

人民币 10 元  

1.2 付款类业务-电汇

传真指令付款 每笔交易 在纸质凭证付款收费基础上每笔另收人民币25元或美金5元 

人民币 6.35 元  

人民币  6.35 元  

人民币 520 元 (贵阳 人民币 400 元)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部机器

单位主动查询（对单位人民币境内收付款业务信
息查询（因银行工作差错造成未收款项而进行
的查询除外））

退汇（根据客户指令对其境内人民币汇兑业务向
收款行发送退汇申请） 

支付密码器发行服务（为开户单位提供基于
电子加密数字签名技术的人民币支付密码器
以实现手工付款指令安全性和真实性校验。
根据当地人民银行公布的不同支付密码器厂
商及产品型号规定进行收取。）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1.1 （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人民币账户取现 每笔交易 免费

 

1 基本结算类业务

3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注1：外币付款收费为本行扣费，海外中间行收费不含在内。 
收费依据：基本结算类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工本费、处理成本、人工成本、其他第三方机构扣费、系统开发及维护成本等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4

1.6 人民币凭证购买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每本(含25张) 人民币 10 元(北京 人民币 1.5 元)  人民币进账单 

人民币现金解款单 

电汇凭证 

托收凭证 

人民币银行本票申请书  

信汇凭证 

人民币贷记凭证 

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1.5 （外币）基本结算类业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每笔交易 0.30%  外币账户取现

外币汇款 – 通过网银通道提交汇款申请1

（包括境内外币汇款及跨境外币汇款）
**此收费项目网银端名称为跨国界资金汇款

外币汇款  - 通过柜台提交纸质汇款申请
（包括境内外币汇款及跨境外币汇款）

全额到账费
（支持客户付款资金全额到达收款行）

付款指令查询、设定、修改、退款或止付
申请 

对受益人的付款通知电邮服务 

 外币支票 
签发

挂失 / 止付

跨境收款 

跨境汇票/支票快捷托收费 

跨境汇票/支票普通托收费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账户/每月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张支票

每张支票

美金 35 元  或等值外币  

美金 40 元  或等值外币  

另加收：欧元付款：EUR 35.00; 英镑付款：GBP 35.00; 
美元付款 /其他币种付款：USD 35.00

美金 25 元  或等值外币  

美金 50 元  或等值外币  

美金 20 元  或等值外币  

美金 25 元  或等值外币  

免费  

美金 25 元 或等值外币(若支票被拒，该费用不会退回客户)

美金 25 元 或等值外币(若支票被拒，该费用不会退回客户)

每本(含50张)

每本(含25张)

每本(含25张)

每本(含25张)

每本(含25张)

每本(含25张)

每本(含25张)

每份

人民币 20 元  (北京 人民币 1.5 元)  

人民币 5 元  (北京 人民币 2.5 元 )  

人民币 12 元 (北京 人民币 2.5 元 )  

人民币 8 元   

 人民币 5 元  (北京 人民币 2.5 元 )  

 人民币 30.5 元  

人民币 7 元   

人民币 0.28 元  

1 基本结算类业务

(最多不超过20美金或其他等值外币)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2 花旗增值银行服务-电子银行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2.1 电子银行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免费  

免费  

人民币 6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7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3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35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200 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人民币 5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70元 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7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4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21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700 元或等值外币  

按照单个开发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按照单个开发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按照单个开发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按照单个开发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按照单个开发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人民币 1750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280 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2,000 - 20,000次,人民币14,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20,000 - 200,000次,人民币35,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200,000 - 350,000次,人民币49,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超过350,000次,每次单独报价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2,000 - 20,000次,人民币1.05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20,000 - 200,000次,人民币0.7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200,000 - 350,000次,人民币0.35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应用程序接口调用量超过350,000次,每次单独报价 

人民币 15,0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5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5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0,0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5,0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35 元或等值外币  

网上银行(以互联网为服
务载体，提供在线付款
交易，业务申请提交，账
户信息查询，电子商业
汇票等服务的企业网上
银行)

初始设置和安装

培训：电子银行培训(课堂/在线)

培训：电子银行客户现场培训

网上银行-系统维护费

动态密码卡-新增/更换

动态密码器系统维护费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
数字证书(新增/更换)

数字证书(重发/冻结/解冻/吊销)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
数字证书USB介质(新增/更换)

网银设置服务费(新增/修改/删除)

信息接收(初始设置)

信息接收(功能维护费)

信息发送(初始设置)

信息发送(功能维护费)

实施费

功能模块维护费

账户维护费

项目实施费

新增实施费/ 计划

系统维护费

账户维护费

应用程序接口月度使用费（和应
用程序接口使用费择一收费）

应用程序接口使用费（和应用程
序接口月度使用费择一收费）

连接建立（一次性）

查询

汇出汇款

建立连接—该银行与花旗已有连接

建立连接—新建银行连接

请求传送—发送

账户信息汇总服务(收
集客户第三方银行账户
的信息或发送swift报
文格式的账户明细信息
给客户。) 

资金信息分析查询系统
(通过互联网平台，向企业
银行客户提供银行账户信
息多角度的查看、对照、
分析等功能服务)

银企直联服务

第三方银行账户服务(通
过与第三方银行系统连
接，发送客户交易指令给
第三方银行，或接收/查询
第三方银行的账户信息。)

请求传送—接收

通过SWIFT系统连接(通
过swift网络建立与第三方
银行的连接，发送客户交
易指令给第三方银行，或
接收第三方银行提供的账
户信息)

 每次拜访

每个课程

每场

每月/每站点

每个

每个每月

每张(两年有效)

每次

每个

每次

每账户

每月/每账户

每账户

每月/每账户

每个站点

每月/每模块

每月/每账户

每个项目

每个连接/ 计划

每月/每个连接

每月/每账户

每个客户站点/
每月

每次调用接口

每增加一家银行

每月/每账户

每笔交易

每次

每次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5

（2024年9月30日前，对小微企业执行5折的优惠）

（2024年9月30日前，对小微企业执行5折的优惠）

收款明细报告服务

退回交易咨询 

虚拟账户 

付款人编号匹配（付款人自动对账） 



2.3 账户快速收款 收费基准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标准价格

人民币 10 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人民币 2 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每个识别号
(Payer ID)

人民币 15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6 元或等值外币  

收款明细报告服务

退回交易咨询 

付款人识别号 (Payer ID)* 

付款人编号匹配（付款人自动对账） 

2.2 人民币账户电子银行付款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每笔交易

人民币 20 元或按以下汇划金额标准收取
汇划金额1万元以下(含)--人民币 5 元
汇划金额1万元以上—10万元(含)--人民币 10 元
汇划金额10万元以上—50万元(含)--人民币 15元
汇划金额50万元以上—100万元(含)--人民币 20元
汇划金额100万元以上--按汇划金额的0.02‰ 收取,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 200 元
*对小微企业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境内人民币转账汇款业务，跨行

汇款按照以上收费标准的9折实行优惠，本行汇款免收手续费，有效期至
2024年9月30日。

*对小微企业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境内人民币转账汇款业务，跨行
汇款按照以上收费标准的9折实行优惠，本行汇款免收手续费，有效期至
2024年9月30日。

Paylink网银付款

Paylink加急网银付款
(境内加急电子付款，不区分同城或异地)

PayLink电子支票打印 (通过电子银行指
令签发并打印人民币支票) 

人民币 30元或按以下汇划金额标准收取
汇划金额1万元以下(含)--人民币 6 元
汇划金额1万元以上—10万元(含)--人民币 12 元
汇划金额10万元以上—50万元(含)--人民币 18元
汇划金额50万元以上—100万元(含)--人民币 24元
汇划金额100万元以上--按汇划金额的0.024‰收取,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200 元

人民币  30 元

每笔交易

每张支票

PayLink电子支票撤销 每张支票 人民币 15 元  

退款报告  每种报告/每个账
户/每个月

人民币 500 元
  

对受益人的付款通知传真服务
 

每份传真页 人民币 5 元

对受益人的付款通知电邮服务
 

每个账户/每个月 人民币 200 元

对受益人的付款通知短信服务

 

每条短消息 人民币 1 元

定期借记付款

设立定期借记协议

  

每份合同 人民币 100 元  

安装服务费(包括E关通和财税库银横向
联网系统等的设置安装服务费用) 

每笔交易 免费   

每个账户 人民币 500 元  

服务维护费(包括E关通和财税库银横向
联网系统等的服务维护费用) 

每月/每个账户 人民币 100 元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2 花旗增值银行服务-电子银行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6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人民币 10 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人民币 2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6 元或等值外币  

收款明细报告服务

退回交易咨询 

虚拟账户 

付款人编号匹配（付款人自动对账） 

*原名虚拟账号，花旗和客户根据客户需求确定以上任意一种收费方式



2.6 花旗异常付款侦测 收费基准

每个客户站点        
（一次性）

每个客户站点每年

标准价格

每年交易量0-10,000笔,人民币3,5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10,001-50,000笔,人民币14,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50,001-250,000笔,人民币28,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250,001-1,000,000笔,人民币35,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1,000,001笔以上,人民币42,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0-10,000笔,人民币21,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10,001-50,000笔,人民币42,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50,001-250,000笔,人民币126,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250,001-1,000,000笔,人民币252,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1,000,001笔以上,人民币420,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0-10,000笔,人民币1,75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10,001-50,000笔,人民币3,5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50,001-250,000笔,人民币10,5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250,001-1,000,000笔,人民币21,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年交易量1,000,001笔以上,人民币35,000元或等值外币

实施费 

年度数据维护费 

月度数据维护费
(和年度数据维护费择一收取) 

每个客户站点每月

2.5 商业汇票处理 收费基准

每张发票

每次

标准价格

人民币 10 元  

人民币 30 元  

票据托管服务 

开票行查询

2.4 外币账户快速收付款 收费基准

每月

每笔交易

每次

标准价格

按照单个实施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美金 25 元  

支票清算：美金 25 元
支票托收：至香港美金 20 元；至其他国家美金 25 元

外币便利窗口付款服务 (外币付款便利窗
口文件处理业务) 

控制付款服务  (根据与客户事先约定控
制账户收付款) 

邮寄费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2 花旗增值银行服务-电子银行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2.3 账户快速收款 收费基准

每张发票

每笔交易

每月/每账户

每条短消息

标准价格

人民币 6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0元  

人民币 200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元或等值外币  

发票匹配（发票明细对账） 

手机银行卡支付 

受益人的收款通知电邮服务 

受益人的收款通知短信服务 

直接借记业务-只适用于本行账户扣款 

委托第三方自他行收款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人民币 5元  

按照单个实施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7

收费依据：电子银行类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系统开发、维护成本、人工成本以及交易处理实施成本等



4.1.2 跟单托收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每笔交易 0.125%,最低美金 25 元跟单托收单据处理费(受出口商的委托进
行出口单据处理收款)

0.125%,最低人民币 160 元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3.1 资金管理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每次/每组 人民币 5000 元或等值外币  
建立费(账户流动性管理等业务收取的结
构搭建及更改费) 

维护费(账户流动性管理等业务收取的账
户维护费) 

手续费(账户流动性管理及相关委托贷款/
企业间借贷等业务收取的手续费)

每月/每参与账户
或按合同约定

每月/每参与账户
或按合同约定

人民币 800 元或等值外币  

0.3%（年化费率）(基于相关委托贷款/企业间借贷的日终余额计算，
如每月每账户手续费不足人民币3000元或等值外币，则按照人民币
3000元或等值外币收取，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0万元或等值外币。)

3.2 跨境集中收付、轧差净额结算业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一次性 人民币30,000元或等值外币   方案设计实施费用 

每个客户集团：人民币5,000元或等值外币集团集中收付汇和净额结算业务手续费 每月

 

3 花旗增值银行服务-流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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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依据：流动性管理类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系统开发、维护成本、人工成本以及交易处理实施成本等      

收费依据：流动性管理类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系统开发、维护成本、人工成本以及交易处理实施成本等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4.1 贸易服务－出口项下及国内信用证

4.1.1 跟单信用证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每笔交易 美金 30 元(当出口单据交花旗
银行议付，该费用可协议)

信用证/保函通知费(收到他行开立的信用
证后通知给信用证受益人)

信用证修改通知费(通知信用证的修改件，
包含信用证取消)

保兑信用证(他行已开立信用证的加保)

转让信用证开立及增额(收到他行开立的
可转让信用证后转开或增额)

修改已转让信用证（提供除增额以外的可
转让信用证修改服务）

信用证项下单据处理费(审核并处理信用
证下客户提交的单据)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美金 15 元

按境外金融机构额度成本逐笔报价

信用证金额的0.1%,最低美金 
40 元，最高美元4,000元

美金 40元

0.125%,最低美金 25 元

人民币 200 元(当出口单据交花
旗银行议付，该费用可协议) 

人民币 100 元 

按境外金融机构额度成本逐笔报价

信用证金额的0.1%,最低人民币 
260 元，最高人民币25,000元 

人民币 260 元 

0.125%,最低人民币 160 元 

 

4 贸易融资与服务

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及增额或展期（提供
备用信用证/保函开立、增额及展期服务）

转开保函/备用信用证及增额或展期（接受
海外花旗银行的申请进行子保函/备用信
用证的转开、增额或展期）

最高美元4,000元 最高人民币25,000元

最高美元4,000元 最高人民币25,000元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4.3 其他贸易服务收费

4.2.2 跟单托收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跟单托收单据处理费(受进口商的委托进
行进口单据处理)

进口单据偿付费(提供进口单据偿付服务)

每笔交易
0.125% 最低美金 25 元

每笔交易 美金 100 元

0.125% 

人民币 650 元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4.2 贸易服务－进口项下及国内信用证

4.2.1 信用证项下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按信用证金额及有
效期收取

信用证开立、增额或展期(提供开立进口信
用证、信用证增额及展期服务)

修改已开信用证（提供除信用证增额或展
期以外的修改服务) 

开立：每三个月收取开证金额的
0.25%，增额或展期：根据信用证
增额及/或展期部分期限计算收取，
每三个月收取0.25%，不足三个月，
按三个月收取 (最低美金 40 元)

每笔交易

按承兑金额及承兑
期限收取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美金 30 元

每三个月收取承兑金额的
0.125%，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
收取(最低美金 40 元)

美金 30 元

0.125%,最低美金 25 元

每笔交易

美金 100 元

美金 100 元

开立：每三个月收取开证金额的
0.25%，增额或展期：根据信用证
增额及/或展期部分期限计算收取，
每三个月收取0.25%，不足三个月，
按三个月收取 (最低人民币 260 元)

人民币 200 元

每三个月收取承兑金额的
0.125%，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
收取(最低人民币 260 元)

人民币 200 元 

0.125%,最低人民币 160 元 

人民币 650 元 

人民币 650 元 

承兑远期信用证（提供承兑付款服务）

撤销未用信用证 

信用证项下单据手续费(收到递交的单据，
进行审核和处理)

不符点单据处理费（提供信用证项下不符
点单据处理服务） 

进口单据偿付费（提供进口单据偿付服务）

 

4 贸易融资与服务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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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其它收费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按备用信用证或保
函金额及有效期
收取

开立：每三个月收取开证金额的
0.25% -1%，增额或展期：根据
备用信用证或保函增额及/或展
期部分期限计算收取，每三个月
收取开证金额的0.25% -1%，
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收取(最低
美金 200 元)

开立：每三个月收取开证金额的
0.25% -1%，增额或展期：根据
备用信用证或保函增额及/或展
期部分期限计算收取，每三个月
收取开证金额的0.25% -1%，
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收取 (最
低人民币 1,300 元）

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及增额或展期（提供
备用信用证/保函开立、增额及展期服务）

转开保函/备用信用证及增额或展期（接受
海外花旗银行的申请进行子保函/备用信
用证的转开、增额或展期）

按备用信用证或保
函金额及有效期
收取

转开：每三个月收取开证金额的
0.25% 增额或展期：根据转开
备用信用证或保函增额及/或展
期部分期限计算收取，每三个月
收取开证金额的0.25%，不足
三个月，按三个月收取(最低美金 
200 元，最高1000美金)

转开：每三个月收取开证金额的
0.25%，增额或展期：根据转开
备用信用证或保函增额及/或展
期部分期限计算收取，每三个月
收取开证金额的0.25% ，不足
三个月，按三个月收取  (最低美
金 1,300 元，最高6,300元）

按备用信用证或保
函金额及有效期
收取

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及增额或展期（提供
备用信用证/保函开立、增额及展期服务）

转开保函/备用信用证及增额或展期（接受
海外花旗银行的申请进行子保函/备用信
用证的转开、增额或展期）

按备用信用证或保
函金额及有效期
收取

最高美元4,000元
最低人民币160元

最高人民币25,000元

最高美元4,000元 最高人民币25,000元



修改已开备用信用证 /保函（对已开立或
转开的备用信用证 /保函进行除增额和展
期以外的修改服务）

每笔交易

备用信用证 /保函索赔文件处理费(审核并
处理非我行开立的备用信用证 /保函的索
赔文件，并向担保人提交。）

出口项下单据制作费(根据客户提供的交
易信息，制作出口项下单据。结算方式包
含信用证、托收、电汇。)

按备用信用证或保
函项下索赔金额
收取

每个客户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4.6 通用收费

4.6.1 通用收费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每次 美金 30 元

中国内地（大陆）：美金 5元

电报手续费
(发送业务所需电报)

国内普通快递 

国内国际特快专递 

每次

每次

中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
湾：美金 20 元
亚洲：美金 30 元
欧洲/美国：美金 40 元
其它国家或地区：美金 50 元

人民币 200 元 

中国内地（大陆）：人民币 30 元 

中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
湾:人民币 130 元                                                                
亚洲：人民币 200 元
欧洲/美国：人民币 260 元
其它国家或地区：人民币 320 元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4 贸易融资与服务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4.3 其他贸易服务收费

4.3.1 其它收费 外币业务 人民币业务

修改已开备用信用证 /保函（对已开立或
转开的备用信用证 /保函进行除增额和展
期以外的修改服务）

每笔交易 美金 30 元 人民币 200 元 

备用信用证 /保函索赔文件处理费(审核并
处理非我行开立的备用信用证 /保函的索
赔文件，并向担保人提交。）

出口项下单据制作费(根据客户提供的交
易信息，制作出口项下单据。结算方式包
含信用证、托收、电汇。)

按备用信用证或保
函项下索赔金额
收取

每个客户

0.125%,最低美金 25 元

按实际成本个别协商 

0.125%,最低人民币 160 元 

4.4 国内票据业务相关收费

4.4.1  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相关费用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风险管理费（银行承兑
汇票承兑行基于风险敞口占用对出票人收
取的风险对价费用）

按风险敞口金额和
期限收取

每三个月收取风险敞口金额的0.25% - 1%，风险敞口金额=（承兑
金额-保证金），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收取 (本项目最低收费每笔交
易人民币 250 元，不对小微企业收取）  

承兑汇票手续费（银行应客户申请，作为承兑
行对客户出具的商业汇票办理承兑相关手续）

每笔交易  票面金额的0.05％  

4.5 贸易融资相关收费

4.5.1  贸易融资相关费用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提前还款违约金 每笔交易 根据资金成本损失与客户协商确定（不对小微企业收取）  

收费依据：1.贸易融资与服务主要收费依据为人工成本、系统开发和使用成本、风险成本、管理成本、增值服务、风险成本等。
2. 最低金额指不足最低金额按最低金额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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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美元,4000元 最高人民币25,000元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5.2 人民币跨境付款业务（针对企业客户）

5.1.3 账户服务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账户维护费 

电子对账单 

进账通知/出账通知　MT 910 

付款指令查询、设定、修改或止付申请

人民币清算代理费 

每个账户/每月

每个账户/每月

每个账户/每月

每笔交易

每个客户

人民币 700 元

免费

人民币 800 元

人民币 130 元

按照代理实施方案协议报价

人民币跨境付款(通过网银) 

人民币跨境付款(通过纸质指令) 

人民币跨境收款

付款指令查询、设定、修改或止付申请

对受益人的付款通知电邮服务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账户/每月

人民币 230 元

人民币 260 元

免费

人民币 130 元

人民币 300 元

5.1.2 进账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内转
账收款 

每笔交易 免费  

通过清算系统进账 

中间行划转费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人民币 30 元  

人民币 20 元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5 人民币跨境业务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5.1 跨境人民币代理行业务（仅适用于海外参加行）

5.1.1 付款

商业付款(中间行手续费由收款方或者收
款方与付款方共同承担) 

每笔交易 人民币 35 元  

商业付款(中间行手续费由付款方承担)

银行头寸划拨 

纸质指令付款加收费用  

中间行划转费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人民币 30 元  

人民币 25 元  

人民币 60 元  

按照代理实施方案协议报价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收费依据：人民币跨境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系统开发、维护成本、其他第三方机构扣费、人工成本以及交易处理实施成本等。
11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6 各分行当地电子清算系统收费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6.1 粤港票据托收业务

港币支票托收（对香港出票人所签发的港币支票
的持票人或收款人提供的支票托收业务）

每笔
按汇划金额的0.1%收取，最低人民币2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人民币1000元或等值外币。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备注：人民币与外币之间汇率以付款当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率（中间价）折算。 
收费依据：各分行当地电子清算类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工本费，处理成本，其他第三方机构扣费、人工成本、系统开发及维护成本等

收费依据：账户维护业务主要收费依据为处理成本，系统开发、维护成本及人工成本等

7 账户维护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7.1 产品服务

账户管理费
每月/每个账户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人民币账户

外币账户

提供银行文件（例如，资信证明、账户余额证明）

银行询证函

每月/每个账户

每份文件

每份文件

当月纸质对账单 

当月电子对账单 

补发结单/进账通知/扣
账通知/传票/已兑现支
票副本

12个月内(含)

12个月以上

补发月度对账单

12个月内(含)

12个月以上

每月/每个账户

每月/每个账户

每份单据

每份单据

每月/每个账户

每月/每个账户

人民币  100 元 （首个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费免收） 
（2024年9月30日前，小微企业免收全部人民币结算账户
账户管理费）                                                                                                                 

美金 100 元或等值外币  

人民币 100 元或等值外币(信贷资信证明费不对小微企业收取)

人民币 200 元或等值外币(此费用不对小微企业收取)

免费   

免费   

免费   

人民币 50 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人民币 50 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或等
值外币)  

12

8 贷款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8.1 贷款费用

承诺性双边和银团贷款项下的承诺费(借款人已签约
但未使用的承诺性贷款金额部分，银行将向其按期收
取占用该部分银行贷款额度的补偿性费用，为弥补银
行因承诺贷款而不能随意使用该笔资金的损失。)

每年
不超过已签约但未使用的承诺性贷款金额的
(不对承诺性双边贷款项下的小微企业客户收取)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银团贷款相关费用

提前还款违约金

每年或一次性

每笔交易

代理费（银行是银团贷款项下一家代理行），每年不超过
40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参与费（银行是银团贷款项下的参加行），不超过银行参
与的承诺额的4%，一次性收取。

安排费（银行是银团贷款项下的安排行或牵头行），不超
过银团贷款总承诺额的4%，一次性收取。

根据资金成本损失与客户协商确定(不对小微企业收取)

收费依据：根据市场资金成本，客户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与客户协商确定。



                                                                                                                 

基金、保险代销业务手续费、服务费等 每月/每季度 按照合同规定

9.4 第三方监管账户业务

监管账户费 (为企业及金融同业客户管理的中间账
户，提供保障双方利益及资金安全的相关银行服务)

每年 不高于人民币 400,000 元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9.3 基金托管服务

托管费 每日 以客户与我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9.2 全球托管服务

托管费 每月 以客户与我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9 证券及基金服务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10 代销业务手续费、服务费等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9.1 直接托管服务

托管费/证券服务费 每月 以客户与我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服务费 

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服务费 

投资交易结算费 

证券及资金资产内部划转 

非合格格式指令的处理

交收指令的撤销及修正 

资金的对外划转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每笔交易

不超过单笔交易面值总额的0.1‰，以客户与我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以客户与我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美金 45 元或等值人民币  

美金 20 元或等值人民币  

美金 20 元或等值人民币  

美金 20 元或等值人民币  

美金 30 元或等值人民币  

13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本项目包括客户与我行签定的特殊定制服务
具体收费基准以客
户与我行签署的服
务协议为准

按照合同规定

11 其他定制服务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收费依据：定制服务价格主要收费依据为人工成本、系统开发成本、资金成本以及市场因素综合考量。



13.2 资产支持证券（ABS）承销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主承销费 每承销项目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分销费用 

财务顾问费用 

每承销项目

每承销项目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12 商务卡服务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14

商务信用卡年费 每张卡 人民币 500 元 人民币 500 元 人民币 500 元

人民币65,000元（根据项目情况报价，不高于人民币65,000元或等值外币）每个公司客户 商务信用卡项目年费 

新增实施费/ 项目 每个连接/项目 按照单个开发实际成本逐笔报价

取现手续费（境外） 每笔交易 不适用

差旅卡：按取现金额的3%
收取，单笔最低收取3美元
最高收取30美元。
采购卡：不适用 （无此项功能）

差旅卡：按取现金额的3%
收取，单笔最低收取3美元
最高收取30美元。
采购卡：不适用 （无此项功能）

补换卡费 人民币 100 元（加急费：
人民币 20 元）

每次

外汇兑换手续费 每笔交易

人民币 100 元（加急费：
人民币 20 元）

人民币 100 元（加急费：
人民币 20 元）

按交易金额的2%收取 按交易金额的2%收取 按交易金额的2%收取

按照合作卡组织收费标
准收取（如适用）

按照合作卡组织收费标
准收取

按照合作卡组织收费标
准收取

交易手续费 每笔交易

免费每次自动转账扣款手续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挂失费 每次

人民币 10 元/月 美金1元/月 美金1元/月补印账单手续费 每次

调阅签购单手续费 每笔交易 人民币 50 元 美金 5 元 美金 5 元

收费基准 银联（人民币卡） VISA（美元卡） MasterCard（美元卡）

收费依据：商务卡服务价格主要收费依据为人工成本、系统开发成本、资金成本以及市场因素综合考量。

收费依据：债券承销服务价格主要收费依据为人工成本、系统开发成本、资金成本以及市场因素综合考量。

13 承销服务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13.1 债券承销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主承销费 每承销项目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分销费用 

财务顾问费用

每承销项目

每承销项目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企业银行业务费率表

14 机构理财投资服务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申购费用 每笔申购交易 通常为认购总金额的0%-3%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
的协议为准  

通常为赎回金额的0%-3%，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
协议为准  

通常为认购总金额的0%-3%/每年, 按持有产品实际持有期
计算 ，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通常为提前终止金额的0%-3%，具体收费标准以与客户签
订的协议为准  

每笔赎回交易

认购总金额和持有期

每次

赎回费用 

管理和服务费用 

提前赎回违约金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收费依据：机构理财投资服务价格的收费依据为人工成本、系统开发成本、资金成本以及市场因素综合考量。

15 其他

服务项目及功能说明

收付款基础服务包 每月

每法人实体每月人民币3,000元或美金500元

本服务涵盖：
（1）  150 笔人民币Paylink网银付款，
（2） 50 笔人民币Paylink加急网银付款,
（3） 10 笔外币或跨境人民币付款,
（4） 10份收款报告 ，以及
（5） 免除单位结算账户维护费。

如客户实际使用的各单项服务量超过以上列示的最高交易量的，
针对于超额部分，花旗银行将以公示的标准价格收取费用。如
客户实际使用的各单项服务按照公示标准价格计算后的价格总和
低于每月收付款基础服务包费用时，差额部分将定期予以返还。

  

  

收费基准 标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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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具体收费标准以客户与我行签订的服务、产品协议为准。
我行将严格遵守监管《银监会发布支持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银监发〔2011）9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18号】中免除小微企业相关收费的规定。除特别标注收费项目，其余项目适用企业
及金融同业客户。
我行将严格遵守监管《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的规
定，适当减免管理人账户开立使用的相关费用。具体收费标准以破产管理人与我行签订的服务、产品协议为准。
本费率表于公布之日起生效。
本费率表仅列明企业客户适用的银行服务收费，不包含中间行或第三方自行单独收取的费用。
我行费率表中所载的收费不包含依法应由客户自行向其他机构或政府部门缴纳的收费或税费，该等收费或税费（如有）应由客户另行
支付。           
我行可根据业务性质以人民币或外币收取本费率表所列费用。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需按照本行适用的汇率进行计算。
本费率表收费项目和标准若发生调整，我行将通过营业网点及网站(www.citi.com.cn)等进行公告。客户也可以随时向我行的客户经理
索取最新的费率表。
如您有任何咨询、建议及投诉，请致电我行热线电话，或发送至我行邮箱China.citiservice@citi.com，或拨打价格监督举报电话
12358。热线电话：企业银行客户请拨打 金融机构客户请拨打 800-820-1080。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本项自2022年9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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