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内容 定价形式 正信银行标准价（美元）

对公外汇账户开户 账户开立 市场调节价 40美元/客户号

帐户管理费 账户维护管理服务 市场调节价 50美元/年/客户号

久悬未决帐户管理费 账户维护管理服务 市场调节价 50美元/年/客户号

对公账户信息变更
（仅限于更名或股东变更）

账户信息变更服务 市场调节价 15美元/次/客户号

对公补制回单 提供回单补制服务 市场调节价

3个月内,补制免费；
3个月至1年，每份1美元；
1至3年，每份2美元；
3年以上，每份3美元

对公补制对帐单 提供对账单补制服务 市场调节价
3个月内，补制免费；
超过3个月，每一页满页账收取10美元

对公印鉴变更/正常变更 提供印鉴变更服务 市场调节价 15美元/次/户

对公印鉴挂失后变更/非正常变更 提供印鉴变更服务 市场调节价 20美元/次/户

汇入汇款（包括境内转汇） 审核单据、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依据他行扣费实收

境外/境内异地汇出汇款 审核单据、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

转汇同城汇款 审核单据、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

退汇 核对退汇指示、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贷记在本行的账户免收，贷记开在他行的外币
账户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

汇出汇款查询
核对查询指示、编制发送报文、信息反
馈

市场调节价

美元：3个月内免收，3-6个月15美元/笔，6个
月以上，60美元/笔；
其他币种：6个月内，15美元/笔，6个月以
上，60美元/笔；
电讯费另收（由银行差错引起的，免收）

外汇汇款“全额到账”
审核单据、编制报文、承担中间行扣收
的成本

市场调节价 每笔45美元（仅限我行帐户行）

汇款指示修改 核对修改指示、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每笔30美元

挂失、止付 核对挂失、止付指示、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每笔25美元

票汇 提供票汇服务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汇款
金额超过1000美元，加收电报费

票汇退汇 提供票汇的退回服务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提出，免费

票汇挂失 为票汇提供挂失服务 市场调节价 每笔25美元

光票托收 编制报文，进行光票托收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

跟单托收 审核出口托收项下单据并制作面函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20美元

无偿交单 无偿放单 市场调节价 每笔20美元

预先通知费 通知预开信用证 市场调节价 每笔15美元

通知费 通知信用证 市场调节价 每笔30美元，在我行交单可免收

保兑费 （3个月一期） 为他行开立的信用证加具保兑 市场调节价 1.5‰ 最低40美元，不足3个月按3个月收取

信用证修改通知费 通知信用证修改 市场调节价 每笔15美元，在我行交单议付酌情免收

议付费 出口信用证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0.125%，最低每笔25美元

信用证转让费含修改条款
（6个月）

对信用证进行转让 市场调节价

信用证转让费不含修改条款
（6个月）

对信用证进行转让 市场调节价

转让修改费 对信用证进行转让 市场调节价

转让修改费（增加金额） 对信用证进行转让 市场调节价

迟期付款/承兑费（2个月） 出口信用证延期付款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0.125%，最低每笔25美元

信用证贴现 贸易融资 市场调节价 按协议收取

无兑换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0.125% 。

无偿交单 无偿放单 市场调节价 每笔25美元

注销费 撤销出口信用证 市场调节价 每笔25美元

开立信用证 为客户开立信用证 市场调节价 0.15%，最低每笔40美元

修改 对信用证内容进行修改 市场调节价

修改（增加金额） 对信用证的开证金额进行修改 市场调节价

提货担保 为客户提取货物提供担保 市场调节价 按提货担保金额的0.5‰收取，最低30美元

手续费 进口开证其他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免费

付款费 信用证到期付款 市场调节价 每笔40美元（向受益人收取）

正信银行服务价目表(对公)

外汇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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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定价形式 正信银行标准价（美元）服务项目

迟期付款/承兑费（3个月） 向交单行承诺付款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20美元

不符点费 审核单据并处理单据中存在的不符点 市场调节价 每笔50美元（向受益人收取）

借款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手续费每季收取保函余额的5‰，最低1000美
元/笔。开立担保时一次性收取,不足三个月按
三个月计算。电讯费按实收取，开出保函时可
免收，下同。

融资租赁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其他租赁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补偿贸易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付款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投标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履约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预付款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质量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维修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留置金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其他类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转开代理行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保兑代理行保函/备用信用证 提供担保服务 市场调节价

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 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 市场调节价 每笔30美元

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或注销 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或注销 市场调节价 涉及金额 0.15%，最低每笔30美元

保函/备用信用证索赔手续费 保函、备用信用证索赔 市场调节价 0.6‰，最低每笔30美元

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通知 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修改 市场调节价 每笔30美元

买入外汇票据 买入外汇票据 提供外汇票据买入服务 市场调节价 0.8-1.5‰，最低每笔50美元，利息另行计收

兑付旅行支票 提供旅行支票兑付服务 市场调节价 手续费7.5‰。

代售旅行支票 提供旅行支票买入服务 市场调节价 手续费5‰。

进口保理 提供进口保理业务服务 市场调节价 按协议约定执行。

出口保理 提供出口保理业务服务 市场调节价 1‰，进口保理商手续费另收。

福费廷 福费廷
提供无追索权的购买元气信用证/承兑
付款的应收账款等服务

市场调节价 按协议约定执行。

资信证明 提供存款、贷款资信证明 市场调节价 每笔手续费50美元

存款证明 提供存款证明 市场调节价 每笔手续费30美元

核押 提供核押服务 市场调节价 每笔手续费30美元

验票 提供验票服务 市场调节价 每笔手续费20美元

银行询证函 会计师事务所询证回函 市场调节价 25元/户

查询/催收 提供查询、催收服务 市场调节价 每笔手续费10，国外银行费用另行加收

电费
邮电费
（不包括信用证开立）

按照客户申请，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每份报文境内5美元，境外20美元

邮费 快邮费 邮寄文件 市场调节价 按实收取

顾问类 顾问类 提供顾问服务 市场调节价 按协议收取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费用
委托人提供资金，我行根据委托人要
求，代为发放和收回借款、计付利息、
监督用途等

市场调节价 按协议收取

银团贷款 银团贷款费用
设计贷款方案，并作为牵头行为银团进
行筹备、承销、顾问、沟通、谈判、协
调等各项工作

市场调节价 按协议收取

支付介质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份的数字证
书

市场调节价 USB-KEY工本费：12美元/个

支付介质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 份的数字
证书

市场调节价
云证通工本费：2美元/用户
（仅开通授权版时收取）

电子银行服务费
为客户提供网上银行的在线服务，比如
余额和明细查询等各项服务

市场调节价 30美元/年/客户号

CFCA证书年费 为客户提供网上银行安全认证服务 市场调节价 证书费：36美元/年/证书

汇入汇款 审核单据、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依据他行扣费实收

汇出汇款-境内 审核单据、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

汇出汇款-境外 审核单据、编制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0.1%，最低每笔10美元，最高100美元

外汇汇款“全额到账”
审核单据、编制报文、承担中间行扣收
的成本

市场调节价
45美元/笔
（备注：仅限电汇费指示为CHARGE OUR）

邮电费 按照客户申请，发送报文 市场调节价 境内5美元/份，境外20美元/份

备注：

1.标*项目，自2021年9月16日起执行。

根据本行承担的风险程度、保函金额、期限等
要素手续费率，手续费每季收取保函金额的5
‰,最低150美元/笔。开立时一次性收取,不足
三个月按三个月计算。

3.免收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

其他业务费用

保理费用

旅行支票

担保涉及的
其他费用

2.2022年9月起，满足四部委《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小微企业免收“外汇账户管理”项目下的“账户管理费”
（不含不动户管理费）。

进口信用证

电子银行服务费
和年费

电子银行
汇 款

电子银行业务工
本费

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