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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了满足我行各项业务的发展需要，根据总行有关通知要求，现对我行服务收费价目表进行如

下调整：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项目 

序号 
调整 

方式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1 调整 
个人跨行柜台转

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含智能柜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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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支付系统汇兑业务、小额支付系统汇兑业

务、农信银电子汇兑业务、农信银通存通兑业务：

每笔 0.2 万元以下（含 0.2 万元），收费 2 元；0.2

万—0.5 万元（含 0.5 万元），收费 5 元；0.5 万

—1 万元（含 1 万元），收费 10 元；1 万—5 万

元（含 5 万元），收费 15 元；5 万元以上，按汇

款金额的 0.03%收费，最高收费 50 元。（农信银

通存通兑业务最高收费 40 元） 

智能柜台每笔 5 万元以下（不含 5 万元）且为实

时到账的，优惠期内暂免（优惠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白金卡、黑金卡优惠：大额支付系统汇兑业务、

小额支付系统汇兑业务实行白金卡 8 折，黑金卡

5 折。（优惠期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调整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

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含智能柜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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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支付系统汇兑业务、小额支付系统汇兑业务、

农信银资金清算系统汇兑业务:每笔 1 万元以下

（含 1 万元），收费 5 元；1 万—10 万元（含 10

万元），收费 10 元；10 万—50 万元（含 50 万元），

收费 15 元；50 万—100 万元（含 100 万元），收费

20 元；100 万元以上，按汇款金额的 0.002%收费，

最高收费 200 元 

智能柜台每笔 5 万元以下（不含 5 万元）的，优惠

期内暂免（优惠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市场调节价项目 

结算类 

3 新增 单位结算卡工本费 出售/更换单位结算卡 5 元/张，优惠期暂免 优惠期限至 2020 年 3 月 31日 

电子银行类 

4 调整 
借记卡凭证挂失手

续费 

向持卡人提供银行卡丢失后的

挂失服务 

5 元/次，白金卡、黑金卡暂免、社保卡暂免、拥

军卡暂免 

优惠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此项目现行收费标准可能因举

办阶段性活动而不同，具体以办

理业务时柜面执行为准。 

5 调整 借记卡换卡手续费 

因持卡人卡片丢失或损坏等原

因，提供补卡、换卡等服务并

收取工本费 

10 元/张，换卡前及换卡后为白金卡、黑金卡免收

手续费； 

磁条卡换 IC 卡暂免、社保卡暂免、拥军卡暂免 

优惠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此项目现行收费标准可能因举

办阶段性活动而不同，具体以办

理业务时柜面执行为准。 

6 新增 借记卡争议调单费 

持卡人对原交易有异议，提出

向受理行调阅原始交易凭证时

收取的费用 

境内 10 元/笔，境外 100.5元/笔  

7 新增 借记卡争议裁判费 
持卡人申请进行争议裁判的费

用 
3000 元/笔 

此项费用先行垫付，最终由责任

承担方支付。 

8 上调 社保卡开卡手续费 
向持卡人提供社保卡即时开卡

服务 
10 元/张，优惠期内暂免 

优惠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此项目现行收费标准可能因举

办阶段性活动而不同，具体以办

理业务时柜面执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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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中，涉及新增及上调收费标准的收费项目（第 3、6、7、8 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

始实施，其余公示中调整或取消的收费项目均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由于本次调整中涉及增

加备注说明的收费项目较多，总计 13 项，暂不在公示中体现。 

特此告知。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2019 年 9月 19日 

国际业务类 

序号 
调整 

方式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9 调整 
国际信用证开证手

续费 –进口开证 

本行为客户提供进口信用证项

下开证服务 

1.5‰--2.35‰, 最低 300元。开证时一次性收取,

对信用证有效期超过一个季度的，每增加 30 天,

按开证金额加收 0.25‰的手续费，不足 30 天按 30

天收取。另加收电讯费和邮电费（如有）。 

 

10 调整 

进口信用证其他手

续费 -修改/撤销 

 

本行为客户提供进口信用证项

下修改/撤销等服务 

100 元/笔；若涉及增额修改或延展效期，增额部

分和延展效期，按进口开证项目费率标准收取，最

低 100 元/笔。境外银行费用按境外银行要求收取。 

 

11 调整 

国内信用证业务手

续费 -（买方）承

兑/到期付款确认 

对远期信用证进行承兑，于到

期日履行付款责任 

按承兑金额（扣除保证金部分）的 0.5‰-2‰收取，

最低 200 元/笔。另加收电讯费和邮电费（如有）。 
 

公司业务类 

12 调整 保函业务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各类融资性及非融

资性保函业务 

非融资类保函按保函敞口额度的 4‰/年-3％/年

收取，具体标准根据企业资信状况、保函种类、保

函期限、保证金比例、企业与本行合作密切程度等

因素综合确定，最低 500 元/年； 

融资性保函按敞口额度的一定比例收取，依据增信

方式以及保函期限不同，采取不同费率的收费标

准，最低 5000 元/年。具体为：增信方式为国债、

银承、保本理财及他行存单等质押的，保函期限 1

年及以下按照 5‰/年收取、1-3（含）年按照 4‰/

年收取、3-5（含）年按照 3‰/年收取、5 年以上

按照 2‰/年收取；增信方式为金融同业及中信保

担保的，保函期限 1 年及以下按照 2％/年收取、

1-3（含）年按照 1.5％/年收取、3-5（含）年按

照 1％/年收取、5 年以上按照 0.5％/年收取；增

信方式为足值房地产抵押的，保函期限 1 年及以下

按照 3％/年收取、1-3（含）年按照 2.5％/年收取、

3-5（含）年按照 2％/年收取、5 年以上按照 1.5％

/年收取；增信方式为其他资产抵押及一般保证担

保的，1 年及以下按照 4％/年收取、1-3（含）年

按照 3％/年收取、3-5（含）年按照 2.5％/年收取、

5 年以上按照 2％/年收取； 

保函修改费为 90 元/笔。 

1、1 年以上保函手续费的收取方

式可以采取一次性全部收取或

分年度收取两种方式； 

2、对于期限不满 1 年的保函，

手续费的收取方式为一次性全

部收取。收费标准按年收费标准

折算，即：3 个月以内按年手续

费的 25%收取；3-6（含）个月按

年手续费的 50%收取；6-9（含）

个月按年手续费的 75%收取；大

于 9 个月按 1 年手续费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