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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支付手续费减费让利承诺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助企纾困，我行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减费让

利、惠企利民的工作部署，按照普惠、统筹、合理、公益原则，参与支付手续费

减费让利行动，主动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支付手续费，推出多

项普惠金融优惠措施，现予以公告： 

一、自 2021 年 7 月 23 日起，对汇丰中国借记卡持卡人在境内银联自助柜员

机上办理同行或跨行的取款免收取款交易手续费。 

二、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取消支票工本费、挂失费。目前，我行本票和银行

汇票的手续费、工本费、挂失费已实行免费。 

三、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以下免费或优惠措

施：对公账户服务费实行免费（适用于汇丰银行《账户和服务费率-单位客户适

用》内科目 1.2 服务费）；对公账户开户费实行免费。通过柜面/电子渠道提交

的单笔 10 万元（含）以下的对公跨行转账手续费按照公示价 9 折优惠；所有对

公本行转账手续费实行免费。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3 年内，

我行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网上银行相关业务收费实行优惠措施，优惠后的收

费项目为现行公示价格 5 折，在此基础上，其中收费项 9.1 汇丰财资网所涉各项

优惠适用于全部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部下属小企业银行单位客户。目前，我

行收取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相关费用均按照成本价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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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和服务费率-单位客户适用》中相应的调整项目以及调整的内容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属于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范围的服

务项目 

 

1.2 公司支票 

收费明细： 

手续费，人民币1元/笔 

工本费，人民币0.4元/张 

挂失费，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

5元） 

 

解释说明： 

人民币公司支票的购买、挂失 

定价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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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明细： 

手续费，人民币1元/笔 

工本费，免费 

挂失费，免费 

新增说明： 

定价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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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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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范围的服

务项目 

 

1.4 人民币跨行柜

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同城和异地) 

收费明细： 

每笔付款  
人民币 1 万元/以下(含 1 万元)-人民币 5
元 
人民币 1 万-10 万元(含 10 万元)-人民
币 10 元 
人民币 10 万-50 万元(含 50 万元)-人民
币 15 元 
人民币 50 万-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人
民币 20 元 
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0.002%,最高人民
币 200 元 
 

解释说明： 

* 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免费 

定价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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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省“小额支付跨行通”业务及重庆

“人行通”业务费率请见附件一。 

收费明细不变， 新增说明： 

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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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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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3 年内,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

柜台渠道进行的单笔 10 万元(含)以下的

对公跨行转账汇款业务 ,按照现行政府

指导价标准的 9 折实行优惠。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

围的服务项目 

 

1. 工商业务客

户账户相关费用 

收费明细： 

1.1 开户费 

境内客户  -人民币 2,000 元/客户 

非境内客户-人民币 3,500 元/客户 

1.2 服务费 人民币1,000元/月/客户 

如客户满足任一下列条件 ,本行将免除

账户服务费: 

a.客户在本行仅持有一个账户并且此账

户的币种为人民币;或  

b.客户在持有一个免账户服务费的人民

币账户的基础上另持有其他账户或仅持

有外币账户, 且就任一前述情形,所有账

户上一月度日均存款加总余额(不包含

收费明细不变， 新增说明： 

自2021年9月30日至2024年9月30日3年

内,对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免收开户

费以及账户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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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存款)不低于人民币 150 万元或

等值外币。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

围的服务项目 

 

2. 小企业银行单

位客户账户相关费

用 

科目名称： 

“2.小企业银行单位客户账户相关费用” 

科目名称： 

“2.小企业银行单位客户账户相关费用

（适用于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部下

属小企业银行客户）” 

收费明细不变， 新增说明： 

自2021年9月30日起，对中国境内（不包

括香港、澳门及台湾）注册的企业客户，

开立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部下属小

企业银行的商业运筹账户快易版或商业

运筹账户快易版（加强型）的，免收开

户费。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

围的服务项目 

 

3. 账户服务 

3.7 -3.11 

收费明细： 

3.7 MT940/MT950-人民币 800 元/等值 
3.8 MT942 - 人民币 800-1600 元/等值 
3.9 MT900/MT910-人民币 1600 元/等
值 
3.10 日终对账单文件-人民币 200 元/
等值 
3.11 日间对账单文件-人民币 200-400
元/等值 

收费明细不变， 新增说明： 

自2021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3年

内,我行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网上

银行相关业务收费实行优惠措施 ,优惠

后的5个收费项目3.7-3.11价格为现行公

示价格5折。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

围的服务项目 

 

5.6.2 人民币跨行

转账汇款手续费

（电子渠道） 

收费明细： 

单笔汇款及一借多贷付款 
人民币 5 万元以下（含 5 万）-人民币
1.2 元 
人民币 5 万-10 万（含 10 万元）-人民
币 10 元 
人民币 10 万-50 万（含 50 万元）-人
民币 15 元 
人民币 50 万-100 万（含 100 万元）-
人民币 20 元 
超过人民币 100 万-0.002%，最高人民
币 200 元* 

收费明细不变， 新增说明： 

自2021年9月30日至2024年9月30日,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电子渠道进

行的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跨行转

账汇款业务,按照现行标准价格的9折实

行优惠。 

 

属于市场调节价范

围的服务项目 

 

9. 网上银行相关

业务 

解释说明： 

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起（包括该日），

小企业客户适用以下费率：汇丰财资网

国际版月服务费人民币 200 元（包含 5

个免费账户、3 个免费用户及 3 个免费

安全密码器），国内版月服务费人民币

100 元（包含 5 个免费账户、3 个免费用

户及 3 个免费安全密码器），免除网络

远程培训费，其余适用的汇丰财资网收

费项目及费率均保持不变。 

收费明细不变， 新增说明： 

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3 年内,我行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网上银行相关业务收费实行优惠措施 , 

优惠后的 6 个收费项目 9.1-9.6 价格为

现行公示价格 5 折(其中 9.1.4 安全密码

器价格 50 元/个 , 免除 9.1.5 上门和网

络远程培训费)。 

 

9.1.6 适用客户群体中“小企业银行单位

客户”是指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部

下属小企业银行单位客户。 

在上述我行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网上银行实行的优惠措施的基础上,9.1

项下所涉各项优惠适用于全部财富管理

及个人银行业务部下属小企业银行单位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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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郑重承诺：将认真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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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积极响应《中

国支付清算协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

倡议书》和《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于降低自动取款机（ATM）

跨行取现手续费的倡议书》的减费让利倡议，强化担当作为，践行社会责任，降

费不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效，为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行咨询投诉电话：95366（个人业务） / 400-8218-878（对公业务）。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