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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关于服务收费信息的公示 

 

尊敬的客户： 

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1号)的规定，本行拟对服务收费项目进行调整，现予以公示： 

 

一、提高收费标准的服务项目 

 

序

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单位委托贷款服务费 单位委托贷款服务费 

人民币： 

1、贷款金额在 2000 万元（不含）以

下：0.5-1.5‰/月。 

2、贷款金额 2000 万元（含）以上：

0.1-1.2‰/月。 

3、年手续费最低 1000 元/笔（单笔手

续费不足 1000 元的）。 

外币：按协议价格收取。 

人民币： 

1、贷款金额在 2000 万元（不含）

以下：0.5-2.5‰/月。 

2、贷款金额 2000 万元（含）以

上：0.1-1.2‰/月。 

3、年手续费最低 1000 元/笔（单笔

手续费不足 1000 元的）。 

外币：按协议价格收取。 

2 银商通 

转账费 

银商通业务交易费 

1.22 元/笔 

协议定价 
跨行支付系

统汇款费 
同大额支付系统汇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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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收费标准的服务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调整前 调整后 

1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每笔 1 万元（含）以下，5 元/笔； 

1 万元—10 万元（含），10 元/笔； 

10 万元—50 万元（含），15 元/笔； 

50 万元—100 万元（含），20 元/笔； 

100 万元以上，每笔收取汇款金额的万

分之零点二，最高 200 元。加急业务加

收 20%。 

每笔 1 万元（含）以下，5 元/笔； 

1 万元—10 万元（含），10 元/笔； 

10 万元—50 万元（含），15 元/笔； 

50 万元—100 万元（含），20 元/笔； 

100 万元以上，每笔收取汇款金额的万分

之零点二，最高 200 元。 

2 企业网上银行 USBKey 介质工本费 80-100 元/只 80 元/只 

3 
企业网上银行

转账费用 

行内转账、跨行同城

转账 
1.19 元/笔 1 元/笔 

4 
年费-个人信

用卡 

金卡 
主卡 200 元人民币 100 元人民币 

附属卡 100 元人民币 50 元人民币 

普卡 
主卡 100 元人民币 40 元人民币 

附属卡 50 元人民币 20 元人民币 

5 
对外担保及备

用信用证 

转开代理行保函\备

用信用证 

每季按保函担保金额的 2‰（最低 200

美元/笔）收取 

每年按保函担保金额的 1-8‰收取（最低

200 美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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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调整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优惠政策 

1、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

款项免收。 

2、维修基金账户免收。                 

3、上海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同城

票据交换系统或上海同城综合支付

系统的，同城跨行转账优惠 1.0 元/

笔。 

1、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

款项免收。 

2、维修基金账户免收。           

2 银商通业务交易费 项目功能 
行内转账及跨行同城转账服务 

大额支付系统汇划服务 

通过超级网银、行内转账及跨行同

城转账、大额支付系统以及第三方

支付机构等渠道为交易市场客户提

供出入金等服务。 

3 
企业网上银

行转账费用 

行内转账、跨

行同城转账 

优惠政策 按收费标准 8 折收取 
1、行内转账暂免费； 

2、跨行同城按收费标准 8 折收取 

项目功能 通过企业网上银行办理行内转账业务 
通过企业网上银行办理行内转账或

跨行同城转账业务 

4 代发业务 
企业网上银行代

发业务 
优惠政策 按收费标准 5 折收取 按柜面协议价格 5 折收取 

5 银团贷款承诺费 项目功能 提供银团额度管理服务 
为银行提供银团贷款产生的资金准

备及资本占用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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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6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优惠政策 

1、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

款项免收。 

2、上海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同城

票据交换系统或上海同城综合支付

系统的，同城跨行转账优惠 1.0 元/

笔。 

3、宁波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票据

电子交换系统，同城跨行转账优惠

2.0 元/笔。 

4、南京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电子

同城系统的，同城跨行转账免费。 

5、苏州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同城

票据交换系统的，同城跨行转账业

务最高收费 2.5 元/笔。 

1、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

金等款项免收。 

2、宁波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

票据电子交换系统，同城跨行转

账优惠 2.0 元/笔。 

3、南京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

电子同城系统的，同城跨行转账

免费。 

4、苏州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

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的，同城跨行

转账业务最高收费 2.5 元/笔。 

7 个人现金汇款手续费 优惠政策 

1、上海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同城

票据交换系统或上海同城综合业务

系统的，同城跨行最高收费金额为

1.0 元/笔。 

2、南京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电子

同城系统，同城跨行转账免费。 

3、苏州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同城

票据交换系统，同城跨行转账业务

最高收费 2.5 元/笔。 

1、南京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

电子同城系统，同城跨行转账免

费。 

2、苏州地区收款人开户行加入

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同城跨行转

账业务最高收费 2.5 元/笔。 

8 
企业网上银行 USBKey 介质工本

费 
备注 

开户、或遗失补办 100 元/只； 

更换 80 元/只（更换暂不收费）。 

开户、或遗失补办 80 元/只； 

更换暂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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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9 企业网上银行数字证书费用 优惠政策 

1、首次新开企业网银客户： 

凡 2 个操作员以上的，新开三个月内动账类交

易满 3 笔，即享数字证书费、介质工本费买一

送一优惠； 

2、存量企业网银客户： 

（1）批量扣收前当年企业网银动账类交易满

3 笔，享数字证书费用半价优惠； 

（2）批量扣收前当年使用企业网银代发工资

功能，享数字证书费用免费优惠； 

（3）批量扣收前当年每月使用企业网银动账

类交易 1 笔以上（含），享数字证书费用免费

优惠。 

3、各地分行优惠政策，详询各地分行 

1、新开企业网银各分行优惠政策，详徇

各分行； 

2、存量企业网银客户年收费： 

（1）批量扣收前当年企业网银动账类交

易满 3 笔，享数字证书费用半价优惠； 

（2）批量扣收前当年使用企业网银代发

工资功能，享数字证书费用免费优惠； 

（3）批量扣收前当年每月使用企业网银

动账类交易 1 笔以上（含），享数字证书

费用免费优惠。 

（4）各分行优惠政策，详询各分行 

10 短信服务 
个人短信业

务服务费 
优惠政策 

1、个人 VIP 客户级及以上、白金及以上信用

卡客户：免费。 

2、个人结算账户大额交易单笔 1000 元以上短

信提醒免费。                                                                                            

3、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信用卡免费政策

为：境外（含港、澳、台地区）非人民币任意

消费和取现发送短信提醒；白金级以下客户境

内人民币线上交易单日累计满 100 元后发送短

信提醒，白金级以下客户境内人民币线下交易

单笔 100 元以上发送短信提醒（彩贝除外）；

彩贝卡交易短信发送起点金额仍保持 300 元。 

1、个人慧通级及以上客户以上、白金及

以上信用卡客户：免费。 

2、个人结算账户大额交易单笔 1000 元以

上短信提醒免费。 

3、境外（含港、澳、台地区）非人民币

任意消费和取现发送短信提醒；白金级以

下客户境内人民币线上交易单日累计满

100 元后发送短信提醒，白金级以下客户

境内人民币线下交易单笔 100 元以上发送

短信提醒（彩贝除外）”；彩贝卡交易短

信发送起点金额仍保持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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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1 

个人

电子

银行 

个人网上银

行 E 盾

(USBkey)介

质工本费 

优惠政策 

1.慧通级及以上、白金信用卡客户：

29 元，客户新开个人网银且三个月

内网银动账类交易满 1 笔免收； 

2.普通客户：29 元，客户新开个人

网银且三个月内网银动账类交易满 3

笔免收。 

1.慧通级及以上客户：29 元，客户新开个人网银且 3 个月内

网银动账类交易满 1 笔免收； 

2.普通客户：29 元，客户新开个人网银且 3 个月内网银动账

类交易满 3 笔免收。 

个人电子银

行通用 E 盾

介质工本费 

优惠政策 

个人 VIP 客户级及以上、白金信用卡

客户：申请后连续 3 个月内每月使用

个人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动账类交易

1 笔（含）以上的免收。 

1.慧通级及以上客户：40 元，客户新开且 3 个月内手机银行

动账类交易满 1 笔免收；客户个人网上银行 E 盾升级通用 E

盾且 3 个月内手机银行动账类交易满 3 笔免收。 

2.普通客户：40 元，客户新开且 3 个月内手机银行动账类交

易满 3 笔免收；客户个人网上银行 E 盾升级通用 E 盾且 6 个

月内手机银行动账类交易满 6 笔免收。 

备注 空白 通用 E 盾更换通用 E 盾暂不收费。 

12 

补办

卡手

续费 

个人借记

卡 
优惠政策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

记卡，以及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

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3、IC 借记卡优惠期内减按 10元收

取。                         4、

借记卡到期换卡免收。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卡，以及发生养老金发

放交易的借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3、特殊卡种免收：慧通白金卡及慧通白金卡客户持有的其他

借记卡（除 AUTO 卡、TRIP卡）；交通专用银行卡；项目专

属 IC 借记卡；光荣卡；旧版立交桥卡和旧版光荣卡；物银企

业专属卡；美好生活卡；上方联名卡；汇英阳光红领巾联名

卡；达功电脑品牌企业专属卡；敬老卡。 

4、IC 借记卡优惠期内减按 10 元收取。                         

5、借记卡到期换卡免收。 

6、由于我行 IC 借记卡芯片故障导致客户需换卡的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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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3 挂失手续费 
上海银行借记

卡 
优惠政策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

记卡，以及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

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卡，以

及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3、特殊卡种免收：慧通白金卡及慧通白金卡

客户持有的其他借记卡（除 AUTO 卡、TRIP

卡）、交通专用银行卡、项目专属 IC 借记

卡、光荣卡；上方联名卡；汇英阳光红领巾联

名卡。 

14 

跨行 ATM/CDS

取现（或转

账）手续费 

境内 优惠政策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

借记卡，以及发生养老金发放交

易的借记卡，免收境内同城及异

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2、各地分行发行的借记卡免收境

内同城及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3、慧通白金卡免收同城 ATM/CDS

跨行取现手续费。 

4、私行卡免收(借记卡 ATM/CDS

取现)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卡，以

及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记卡，免收境内同

城及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2、特殊卡种优惠：代发服务卡上季度有代发

交易的，免收下季度每月前三笔境内同城及异

地跨行取现手续费；光荣卡、医保卡、学生卡

免收境内同城及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3、各地分行发行的借记卡免收境内同城及异

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4、慧通白金卡免收同城 ATM/CDS 跨行取现手

续费。 

5、私行卡免收(借记卡 ATM/CDS 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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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5 

银

行

卡

新

开

卡

工

本

费 

个人借

记卡 

优惠政

策 

1、IC 卡优惠期内减按 10 元收取，金卡

IC 卡减按 5 元收取； 

2、 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

卡免收； 

3、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4、批量普通代发、代扣委托机构为非盈

利型机构的批量业务项下个人借记卡可

免收； 

5、客户开立 IC 借记卡时，同时开立网

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电视银行、

手机短信、银联无卡支付、信用卡等业

务中三项业务的，可免收。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3、特殊卡种免收：慧通白金卡及慧通白金卡客户持有的其他借

记卡（除 AUTO 卡、TRIP 卡）；交通专用银行卡；项目专属 IC

借记卡；新华联名卡；上科大联名卡；普版上善 IC 借记卡；美

好生活卡；为老服务卡；光荣卡；医保认同卡；学生卡；少儿

基金卡；克里斯汀品牌企业专属卡；东方证券联名卡；安逸

卡；今晚健康卡；菁英贷卡；银商通 IC 借记卡；首发纪念版 IC

地球卡；首发纪念版 IC 白金卡；上方联名卡；银联商务天天富

联名借记卡；西外学校联名卡；汇英阳光红领巾联名卡；华兰

国际“金色童年”联名借记卡；乐惠家联名卡；上海仪电卡；

佳源联名卡；小荧星联名卡；敬老卡。 

4、批量普通代发、代扣委托机构为非盈利型机构的批量业务项

下个人借记卡可免收； 

5、IC 卡优惠期内减按 10 元收取，金卡 IC 卡减按 5 元收取； 

6、客户开立 IC 借记卡时，同时开立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

行、电视银行、手机短信、银联无卡支付、信用卡等业务中三

项业务的，可免收。 

7、优惠期内百联通联名卡免收。通过百联渠道申请的百联通联

名卡可免收。  

8、双卡联动营销中通过电话外呼和直销团队营销的借记卡新户

可免收。  

 

 



 9 / 10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6 
年

费 

上海银行借

记卡 

优惠政

策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红利

户”、“代理户”、“代发工资户”、“代发

医保专户”的借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3、金卡减按 5 元收取。 

4、非上海地区开立的磁条借记卡（除 AUTO

卡、TRIP 卡）； 

5、其他种类免收：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

记卡；用于偿还个人贷款且贷款尚未还清的借

记卡；第三方存管业务关联的借记卡免收。 

6、对于客户账户中（不含信用卡）没有享受

免收年费的，可为其提供一个免收年费的账户

（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                           

7、账户性质为“基础金融服务账户”的借记

卡免收。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红利户”、“代理

户”、“代发工资户”、“代发医保专户”的借记卡免收。 

2、慧通级及以上客户免收。 

3、特殊卡种免收：慧通白金卡及慧通白金卡客户持有的其他

借记卡（除 AUTO 卡、TRIP卡）；美好生活卡；为老服务卡；

首发纪念版 IC 地球卡；交通专用银行卡；项目专属 IC 借记

卡；光荣卡；医保认同卡；学生卡；菁英贷卡；克莉丝汀品牌

企业专属卡；新华联名卡；上科大联名卡；银商通 IC 借记

卡；东方证券联名卡；上方联名卡；汇英阳光红领巾联名卡；

达功电脑品牌企业专属卡；华兰国际“金色童年”联名借记

卡；乐惠家联名卡；上海仪电卡；佳源联名卡；小荧星联名

卡；敬老卡。通过百联渠道申请的百联通联名卡可免收首年年

费。金卡减按 5 元收取。 

4、非上海地区开立的磁条借记卡（除 AUTO 卡、TRIP卡）免

收； 

5、其他种类免收：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记卡；用于偿还

个人贷款且贷款尚未还清的借记卡；第三方存管业务关联的借

记卡免收；发生指定代发代扣交易的借记卡。 

6、对于客户账户中（不含信用卡）没有享受免收年费的，可

为其提供一个免收年费的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即

设置为“基础金融服务账户”，对应的借记卡免收年费。 

7、双卡联动营销中通过电话外呼和直销团队营销的借记卡新

户可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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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调整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7 
人民币账户在港澳地区/

境外跨行 ATM 使用手续费 
优惠政策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卡，

以及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记卡，免收境

内同城及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2、各地分行发行的借记卡免收境内同城及

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境外取现照常收费。 

3、慧通白金卡免收上海商业银行（台湾）

和上海商业银行（香港）ATM跨行取现手续

费。 

4、沪港通卡和沪台通卡免收港台地区 ATM

跨行取现手续费。 

1、账户性质为“代发养老金”的借记卡，以及

发生养老金发放交易的借记卡，免收境内同城

及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2、慧通白金卡免收上海商业银行（台湾）和上

海商业银行（香港）ATM 跨行取现手续费。 

3、沪港通卡和沪台通卡免收港台地区 ATM 跨行

取现手续费。 

4、特殊卡种免收：光荣卡、医保卡、学生卡；

上方联名卡；达功电脑品牌企业专属卡。  

 

上述服务收费调整自2017年1月1日起进行公示，其中提高收费标准的服务项目自2017年4月1日起按新收费标准执行；其他调整自2017年1月1日起

执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