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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服务收费项目有关调整内容的公示 

 

尊敬的客户： 

为了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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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

的倡议书》的要求，满足我行各项业务的发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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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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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智能柜台单笔 5 万元以下（不含 5 万元）的，优惠期内暂

免（优惠期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5 万（含）至 10

万元（含）以下按收费标准的 90%收取（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优惠期截止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其他对公客户优

惠期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对公贷款资金受托支付业务免费； 

3.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对公客户，单笔 10 万元

（含）以下的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按收费标准的 90%

收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优惠期截止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其他对公客户优惠期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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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范围

包括向其他银行的

本人、其他个人或

单位的账户进行资

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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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调整 支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

失 
暂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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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调整 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

凭证 
暂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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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调节价项目 

结算类 

4 调整 补打对帐单手续费 提供对帐单补打服务 
补打近一年对账单优惠期内免费；补打历史对账单 20 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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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银行类 

5 调整 

特约商户收单业务手续

费 

向与我行签约的特约商户收取

收单业务手续费 

1.标准类特约商户： 

（1）“T+1”资金清算： 

借记卡按照交易金额的 0.50%，封顶 20 元；收费贷记卡按

照交易金额的 0.60%收费； 

（2）“T+0”资金清算： 

借记卡按照交易金额的 0.50%，封顶 25 元收费，同时取消

0.1%的实时清算垫付资金手续费；贷记卡按照交易金额的

0.55%收费，同时收取 0.1%的实时清算垫付资金手续费； 

2.优惠类特约商户： 

（1）“T+1”资金清算： 

借记卡按照交易金额的 0.40%，封顶 16 元收费；贷记卡按

照交易金额的 0.50%收费； 

（2）“T+0”资金清算： 

借记卡按照交易金额的 0.40%，封顶 21 元收费，同时取消

0.1%的实时清算垫付资金手续费；贷记卡按照交易金额的

0.45%收费，同时收取 0.1%的实时清算垫付资金手续费； 

3.减免类特约商户交易实行 0 手续费； 

4.扫码支付商户交易手续费按照交易金额的 0.3%收费。 

按照与商户签署的

收单业务合作协议

为准。 

标准类商户借记卡

交易执行标准定价

的 9 折，封顶不变；

优惠类商户执行原

价格的 7.8 折优

惠。本优惠期截止

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聚合支付商户收单业务

手续费 

1.微信扫码支付 

“T+1”资金清算： 

按照每笔交易金额的 0.30%收费。 

2.支付宝扫码支付 

“T+1”资金清算： 

按照每笔交易金额的 0.30%收费。 

3.云闪付扫码支付： 

“T+1”资金清算： 

借记卡按照每笔交易金额的 0.50%，封顶 20 元；收费贷记卡

按照每笔交易金额的 0.60%收费。 

4.京东金融扫码支付： 

参照云闪付扫码支付收费。 

5.“T+0”资金清算的，在“T+1”收费标准基础上收取 0.1%的实

时清算垫付资金手续费。 

按照与商户签署的

收单业务合作协议

为准。 

6 调整 信用卡分期手续费 
持卡人成功办理分期付款业务

时按一定比例收取的手续费 

单期手续费：0-1%。每月为 1 期，按业务类别分为 3 期、6

期、9 期、12 期、24 期、36 期等，不同期数手续费标准不

同，手续费按分期付款的一定比例收取，可一次性收取或按

月收取。 

分期业务折算年化手续费率为 0%-18.25%（该比率是根据持

卡人办理分期业务时的现金流、分期期数计算的年化内含报

酬率。因选择办理的分期产品与账单日间隔、每月实际天数

等不同情况而存在差异）。 

 

零售业务类 

7 取消 云码枪（自有品牌） 

云码枪是一款支持主被扫功能

的扫码设备。以 SIM 卡为通

讯方式。云码枪具有语音提示

功能，动态码及被扫功能支持

商户大额收款。适用于全商户

应用场景。 

99 元/个  

8 取消 动态码牌（自有品牌） 
支持主被扫功能的扫码设备，

以 SIM 卡为通讯方式。 
99 元/个  

9 取消 云打印机（自有品牌） 

主要提供交易打印功能。以

SIM 卡为通讯方式，解决商户

对账、做账无纸质凭证的需

求。 

150 元/台  

10 取消 云播放器（自有品牌） 

主要提供交易播报功能，具有

音量调节功能，以 SIM 卡为

通讯方式。 

49 元/台  

11 取消 扫码小 pos 机 
独立工作，带非接闪付功能，

可实现主被扫。 
299 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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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示中的收费项目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实施。由于本次调整中涉及优惠期延长的收费项

目较多，暂不在公示中体现。 

特此告知。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2021 年 9 月 23 日 

12 取消 
独立通讯扫码盒子（自

有品牌） 
独立通讯，无需连接电脑。 185 元/台  

13 新增 跨行代付业务手续费 
通过本行支付通道为客户提供

跨行资金付款业务 

0-1000 元（含）：0.5 元/笔； 

1000 元-5 万元（含）：3.5 元/笔； 

5 万元以上：5 元/笔。 

可以我行与合作企

业/平台签署协议

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