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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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按照“收费项目公开、服务质价公开、效用功能公
开、优惠政策公开”的“四公开”要求，现将本行各项金融服务
价格标准予以公告。本公告内容包括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项目价
格标准、海南银行免费服务项目及海南银行市场调节价服务价格
标准等，自2021年8月9日起执行。

　　24小时客户服务及投诉电话：0898-96566

    网站：www.hnbankchina.com.cn

　　电子邮箱：hnbank@hnbankchina.com.cn

　　联系地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31号

　　邮政编码：570206

　　特此公告。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价格收费标准

第一章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一）政府定价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优惠措施 适用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1 支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
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
5元）

公司、个人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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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取消和暂停
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
知 》（发改价格
规〔2017〕125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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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2 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
支票凭证

0.4元/份
公司、个人

客户
取消

3 本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本
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
5元）

公司、个人
客户

取消

4 本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
本票凭证

0.48元/份
公司、个人

客户
取消

5
银行汇票挂
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
行汇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
5元）

公司、个人
客户

取消

6
银行汇票工
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
银行汇票凭证

0.48元/份
公司、个人

客户
取消

（二）政府指导价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价格 优惠措施 适用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跨行柜
台转账汇款
手续费

通过柜台（含全能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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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
每笔收费2元；
0.2万—0.5万元（含0.5万元），每
笔收费5元；
0.5万—1万元（含1万元），每笔收
费10元；
1万—5万元（含5万元），每笔收费
15元；
5万元以上，每笔按汇款金额的
0.03%收取，最高不超过50元

普通卡6折、金卡
、白金卡享受汇款
手续费5折优惠；
钻石卡免收

个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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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取消和暂停
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
知 》（发改价格
规〔2017〕125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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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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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公跨行柜
台转账汇款
手续费

通过柜台（含全能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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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每笔
收费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每笔收
费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每笔
收费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每
笔收费20元；
100万元以上，每笔按汇款金额的
0.002%收取，最高不超过200元

1.优惠期限：自
2021年8月9日起至
2024年9月29日
止，每笔1万元以
下（含1万元），
每笔收费4.5元；
2.优惠期限：自
2021年8月9日起至
2024年9月29日
止，每笔1万-10万
元（含10万元），
每笔收费9元

公司客户

转账范围包括
向其他银行的
本单位、其他
单位或个人的
账户进行资金
转移

3
个人现金汇
款手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
本行账户或汇入其他银行
（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5%收费，最高
不超过50元

个人客户
暂免个人本行
行内现金汇款
手续费

4 支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
票业务

1元/笔
公司、个人

客户

5 本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本
票业务

1元/笔
公司、个人

客户
取消



6
银行汇票手
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
行汇票业务

1元/笔
公司、个人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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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取消和暂停
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
知 》（发改价格
规〔2017〕125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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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备注：
1.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免收汇款手续费；汇划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每笔收取2元。
2.商业银行办理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和个人现金汇款业务 ，汇款金额应不迟
于2个工作日内到账（商业银行因不可控制的外部原因或存在技术条件制约导致资金不能到账或延迟到
账、客户与商业银行有特别约定等情况除外）。若银行客户要求实时到账，收费标准在此基础上上浮不
超过20%，但每笔最高收费标准不变。
3.根据《关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7〕1250 号），
自2017年8月1日起暂停收取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
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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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取消收取支票工本费、挂失费，以及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工本费、挂失费。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价格收费标准

第二章 主要免费服务项目

（一）政府规定免费服务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 》（银监发〔2011〕94号），
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得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含个人经营性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
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含个人经营性贷款）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
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18 号），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不得在贷款合同中
约定提前还款或延迟用款违约金，取消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

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本行签约开立的个人基本养老金（含退休
金）账户，免收每月前2笔且每笔不超过2500元（含2500元）
的本行异地（含本行柜台和ATM）取现手续费

个人客户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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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

3

根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
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下同）；
客户未申请的，主动对其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不含信用卡
、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

公司、个人客户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取消和
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7〕
1250号）

免费

4 个人储蓄账户开户和销户 个人客户

依据《关于银行业金融
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
的通知》（银监发〔
2011〕22号）

免费

5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户和销户 个人客户 免费

6 个人账户同城柜台本行存款、取款和转账（贷记卡账户除外） 个人客户 免费



7 个人账户密码修改、密码重置和密码挂失 个人客户

依据《关于银行业金融
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
的通知》（银监发〔
2011〕22号）

免费

8 个人账户柜台、ATM机具、电子银行等境内本行查询服务 个人客户 免费

9
个人存折（单）开户工本费、存折（单）销户工本费、存折
（单）更换工本费

个人客户 免费

10
已签约开立的代发工资、低保、医保、退休金、失业保险、住
房公积金账户的年费和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

个人客户 免费

11
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的跨行转账手续费、电子汇划费、邮寄费
和电报费

个人客户 免费

12 以电子方式提供的12个月内（含）个人账户本行对账单 个人客户 免费

13
以纸质方式提供本行个人账户当月对账单（至少每月一次），
部分金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对账单除外

个人客户 免费

14
以纸质方式提供12个月内（含）个人账户本行对账单（至少每
年一次），部分金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对账单除外

个人客户 免费

15 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汇划费 公司、个人客户

《国家计委、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制定电子汇划
收费标准的通知》（计
价〔2001〕791号）

免费

(二)人民币结算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存折补登、换折 个人客户 免费

2 客户零钞清点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3 客户残币清点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4 客户零钞兑换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5 客户残币兑换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6 凭证挂失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7 密码挂失、密码修改、密码重置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8 身份证复印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9 为有权机关办理查询、冻结、扣划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10 正式挂失（柜面挂失）手续费 个人客户 免费

11 个人账户睡眠户激活 个人客户 免费

12 个人账户新增、变更客户信息 个人客户 免费

13 单位结算账户销户 公司客户 免费

14 单位结算账户余额对账 公司客户 免费

15 单位结算账户信息查询 公司客户 免费

16 补制余额对账单或回单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17 柜面定活互转 个人客户 免费

18 柜面个人资料修改与维护 个人客户 免费

19 储蓄存款过户 个人客户 免费

20 对公账户开户手续费 公司客户 免费

21 单位结算账户信息变更 公司客户 免费

22 对公账户电子回单打印费 公司客户 免费

23 对公客户印鉴变更、挂失 公司客户 免费

24 个人客户柜面查询、打印账户交易明细 个人客户 免费

25 储蓄存款查询止付扣划 个人客户 免费

（三）代理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代交水、电、气、学费、交通罚款、话费等 个人客户 免费



2 代销基金开户 个人客户 免费

3 代销基金建客户资料 个人客户 免费

4 代销基金修改分红方式 个人客户 免费

5 代销基金净值查询（前一交易日） 个人客户 免费

6 代销基金历史交易查询（至查询当日一年内） 个人客户 免费

7 委托冻结业务 个人客户 免费

8 第三方存管开户、账号变更等银行办理业务 个人客户 免费

（四）电子银行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网上银行修改密码 个人客户 免费

2 网上银行服务注销 个人客户 免费

3 手机银行修改密码 个人客户 免费

4 个人手机银行服务注销 个人客户 免费

5 电话银行定活互转 个人客户 免费

6 电话银行咨询和疑难服务 个人客户 免费

7 网上银行定活互转 个人客户 免费

8 手机银行定活互转 个人客户 免费

9 借记卡网银、手机银行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境内） 个人客户 免费

10 对公跨行网银转账汇款 公司客户 免费

11 个人椰盾工本费 个人客户 免费

12 企业椰盾工本费 公司客户 免费

13 椰信服务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14 企业椰盾证书年服务费 公司客户 免费

（五）银行卡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借记卡销户 个人客户 免费

2 借记卡新开、换卡、补卡工本费，取消对账簿 个人客户 免费

3 个人借记卡年费 个人客户 免费

4 账务、重要提示等所有短信提醒 个人客户 免费

（六）贷款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贷款信息查询 个人客户 免费

2 个人最高额贷款授信 个人客户 免费

3 贷款合同文本工本费 个人客户 免费

4 质押物保管 个人客户 免费

5 打印个人贷款还款计划 个人客户 免费

6 贷款合同要素变更 个人客户 免费

7 联系方式变更 个人客户 免费

8 第三方存管银证转账业务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七）外汇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客户 收费依据 备注 

1 汇入汇款收账 公司、个人客户 免费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价格收费标准
第三章 个人业务服务收费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价　格　标　准 优惠措施 类别 适用客户

1
ATM跨行转账
汇款

通过A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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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他行ATM办理本行账户间
转账汇款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每笔收费2
元；
0.2万—0.5万元（含0.5万元），每笔收费
5元；
0.5万—1万元（含1万元），每笔收费10元；
1万—5万元（含5万元），每笔收费15元；
5万元以上，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03%收取，最
高不超过50元（与柜面办理跨行转账标准一
致）

普通卡5折、金卡、白金卡
享受汇款手续费4折优惠；
钻石卡免收汇款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2
网银、手机银
行自助跨行转
账汇款

网银交易服务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每笔收费2
元；
0.2万—0.5万元（含0.5万元），每笔收费
5元；
0.5万—1万元（含1万元），每笔收费10元；
1万—5万元（含5万元），每笔收费15元；
5万元以上，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03%收取，最
高不超过50元（与柜面办理跨行转账标准一
致）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3 借记卡年费 综合服务

普通卡：10元/年/卡；
金卡：120元/年/卡；
白金卡：240元/年/卡；
钻石卡：360元/年/卡
（已签约开立的代发工资、低保、医保、退休
金、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年费免收）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4
新开、换卡、
补卡

卡片提供 借记卡10元/张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5
正式挂失（柜
面挂失）手续
费

挂失服务 10元/户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6
个人椰盾工本
费

安全认证工具工本费 60元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7 椰信服务 网银交易服务 2元/月，20元/年（提前扣收）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8
ATM取现 提供客户本行、跨行、跨

境ATM现金取款服务

1.本行同城、异地ATM取现免费；
2.跨行同城ATM取现：2元/笔；
3.跨行异地ATM取现：3.5元/笔 ；
4.跨境ATM取现：12元/笔+取款金额×1%，最
低15元/笔

普卡每月前10笔免收；金卡
、白金卡每月前30笔免收；
钻石卡全免；代发账户卡全
免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9 ATM查询
提供境内跨行、境外ATM查
询余额服务

1.境内跨行ATM查询免费；
2.境外ATM查询：2元人民币/笔

普卡每月前10笔免收；金卡
、白金卡每月前30笔免收；
钻石卡全免；代发账户卡全
免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0
委托收款、托
收承付手续费

根据客户委托，按照客户
提供的凭证、债务证明或
购销合同等材料，向同城
或异地付款人收取相应款
项

1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1 个人资信证明

1.为个人客户出具其在我
行购买的本外币定活存款
、理财产品、国债等相关
产品的存款证明；
2.为个人客户出具其在我
行其他相关银行信息的资
信证明书（含出境旅游保
证金等）

20元/份
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
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2

代销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专
户及券商集合
计划

1.接受基金公司或证券公
司（证券资管公司）委
托，为其提供公募基金的
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转换等代理基
金销售服务；
2.代理公募基金转托管：
投资者将公募基金份额由
一个代销机构转到另一个
代销机构

1.代理公募基金销售认购、申购、赎回、转换
、销售服务费、客户维护费等费用：按协议定
价；
2.代理公募基金转托管：不高于20元/笔

代理公募基金转托管：免收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3
贷款提前还款
违约金

客户提前归还贷款造成违
约而收取的违约金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价格收费标准
第四章 公司及金融机构业务收费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价　格　标　准 优惠措施 类别 适用客户

1 对公转账汇款手续
提供柜台（含全能柜台）、网银、ATM境
内人民币跨行及本行系统内转账汇款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每笔收费
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每笔收费
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每笔收费
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每笔收费20
元；
100万元以上，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002%收
取，最高不超过200元

1.通过柜台（含全能柜
台）、网银、ATM本行系统
内转账汇款，免收；
2.通过网银、ATM跨行转账
汇款（含同城和异地），
免收；
3.通过柜台（含全能柜
台）跨行转账汇款（含同
城和异地），参照“政府
指导价”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 单位结算卡服务
提供单位客户ATM本行现金存取款、跨行
现金取款等各项服务

1.同城跨行ATM取现：2元/笔；
2.异地跨行ATM取现：3.5元/笔 

1.卡工本费、年费免收；
2.本行同城、异地ATM存取
现免费；
3.跨行取现每月前10笔免
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 银行承兑汇票服务 为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按票面金额0.05%收
取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 商业汇票工本费和电子商
业汇票系统服务

提供向客户出售商业汇票服务 手续费：1元/笔，工本费0.4元/张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 向客户提供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各项服务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
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风险管
理费

对于非全额保证金的银行承兑汇票 ,按照
承兑金额与保证金的差额部分收取敞口
风险管理费

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敞口部分金额为标
的金额进行收取；根据客户内部信用评级确
定具体的年费率，其中：对A级（含）以上
客户，按年费率1.5%-2.0%收取；对A级以下
、B级（含）以上客户，按年费率2.0%-3.0%
收取或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 保函业务

包括非融资性保函和融资性保函等：
1.非融资性保函：为申请人履行非融资
性义务所作的书面担保，包括工程保函
（工程投标保函、工程履约保函、工程
付款保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贸
易履约保函、海关付税保函、承包／租
赁保函、财产保全保函、出入境备用金
保函以及其他非融资性保函；
2.融资性保函：为申请人从第三方融通
资金时，履行本息偿付义务所作出的书
面担保，包括银行借款保函以及其他融
资性保函；
3.保函修改：应担保业务申请人的请
求，对已开立担保函的内容进行修改 

1.开立保函：非融资性保函费率不高
2%/年；融资性保函费率不高于3%/年；或按
协议定价
2.保函修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 发出委托收款邮电费 邮电费 按照快递公司收费价格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

银团贷款服务

银团贷款承销费及安排费：作为银团贷
款牵头行，受借款人委托，提供发起组
织银团、承担包销或部分包销责任、分
销银团贷款份额、提供银团贷款的组织
安排等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
银团贷款参加费：接受牵头行邀请参加
银团，按协商确定的承贷份额向借款人
提供贷款，以及参与有关银团贷款事务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
银团贷款代理行费：作为银团贷款代理
行，按照银团合同履行有关约定，为借
款人提供银团贷款事务管理和协调服务

按银团贷款总额的0.05%/年收取；或按协议
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
银团贷款承诺费：作为银团贷款成员承
诺在约定时间提供约定融资额度的服务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 资信证明
应客户要求对单位资信情况提供相关资
信证明服务

200元/份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4 银行询证函
应客户需求，向会计、审计事务所等单
位提供银行咨询函答复服务

200元/份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5 顾问业务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企业财务、
经营、发展规划等方面咨询或提供债务
融资顾问、股权融资顾问、并购重组顾
问、改制上市顾问、债券与票据发行顾
问、资产管理顾问等服务

按协议定价 小微企业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6 代发工资

我行受客户委托，通过转账方式，将其
员工的薪金收入在约定的时间划转到员
工在我行或他行开立的银行卡或活期储
蓄存折账户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7 代收代付

根据委托人委托，将付款人在银行账户
（单位为结算账户，个人为银行卡或活
期储蓄存折账户）或现金存入的资金，
按当期付款人应缴纳的金额在约定的时
间内划付给收款人账户，包括代收各类
电讯费用（移动通信话费、固定电话话
费、网费、寻呼费）、代收公用事业费
（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等）、代
收有线电视费、代理公共交通卡、代收
学杂费和其他代收代付服务

1-5元/笔或按金额的0.5%收取；或按协议定
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8 委托贷款

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作为
委托人提供资金，我行作为受托人，根
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币种
、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担保
方式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
回等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9 承诺服务
通过协议方式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客户提
供一定金额的融资便利服务

按协议定价 小微企业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0 信贷证明 提供信贷证明
按协议定价；参照标准：按出具信贷证明金
额的0.05‰-0.1‰收取，最低500元/份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1 贷款意向书 出具贷款意向书收取的费用
按协议定价；参照标准：按出具意向书金额
的0.05‰-0.1‰收取，最低500元/份；同一
内容的多份文件，每份加收100元

小微企业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2 单位结算户开户
开立单位结算基本户、一般户、专用户
、临时户

固定金额：100元/户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3 对公账户电子回单打印费 为客户提供回单打印服务 固定金额：200元/年/户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4 企业椰盾工本费 安全认证工具工本费 80元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5 企业椰盾证书年服务费 证书年服务费 100元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6 椰信服务 网银交易服务 2元/月，20元/年（提前扣收） 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7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手续
费

根据客户委托，按照客户提供的凭证、
债务证明或购销合同等材料，向同城或
异地付款人收取相应款项

1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8
现金管理服务（银企直联
、资金归集及现金池等服
务）

1.开通银企直联渠道业务，我行为客户
提供软件接口、系统测试、数据联调等
一系列服务；
2.银企直联渠道日常维护；
3.为客户提供账户管理、收款管理、付
款管理、投资管理、融资管理等现金管
理服务；
4.在实现企业资金的统一集中管理，提
供包括资金归集下拨、账户资金余额管
理等服务；
5.银行在现金管理服务中，受企业集团
客户委托，以委托贷款的形式，为客户
提供的企业集团内部独立法人之间的资
金归集和划拨业务

1.人民币资金归集可与客户约定采用按笔 、
按金额或包月方式收取，其中：
（1）按笔：资金归集10元/笔，资金划拨50
元/笔，同城免费；
（2）按金额：按“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手续费”标准，同城免费；
（3）包月：500元/月/账户；
2.银企直联开通费：按协议定价；
3.银企直联服务年费：按协议定价；
4.现金管理服务年费：按协议定价；
5.现金池服务年费：按协议定价；
6.内部资金计价及利息分配：不超过300元/
月/账户；
7.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按与客户协商确
定

签约首年免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9 国内保理

1.提供国内保理项下融资、应收账款管
理、应收账款催收或信用风险担保等服
务；
2.提供租赁保理（应收租金保理)项下应
收租金管理、应收租金催收或信用风险
担保等服务

按应收账款金额的0.2%-3%收取；或按协议
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0 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

给予法人客户在约定期限和额度内，通
过指定的单位结算账户办理支付结算 ，
用于客户正常生产经营等日常短期和临
时性本外币流动资金周转的可撤销循环
融资便利

按协议定价 小微企业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1 证券承销服务

1.非金融企业债券主承销：为非金融企
业发行债券提供主承销服务；
2.金融企业金融债券主承销：为金融企
业发行各类金融债券提供主承销服务 ；
3.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主承销：为金融企
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提供独家承销
或牵头组织承销团承销、协助后续管理
等服务；
4.参团承销企业短期融资券：我行作为
分销商为企业承销短期融资券；
5.参团承销企业中期票据：我行作为分
销商为企业承销中期票据；
6.地方金交所债权融资计划产品承销

按协议定价（根据双方签订的承销协议内容
约定）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2 理财服务费
向客户销售理财产品，接受客户的委托
和授权，向客户提供资产管理和投融资
等服务

按协议定价（根据产品说明书内容约定）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3 贷款提前还款违约金 客户提前归还贷款造成违约而收取的违
约金

按协议定价 小微企业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4 私募基金账户监管服务费 为客户办理私募基金监管业务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5
代销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专户及券商集合计划

1.接受基金公司或证券公司（证券资管
公司）委托，为其提供公募基金的认购
、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
代理基金销售服务；
2.代理公募基金转托管：投资者将公募
基金份额由一个代销机构转到另一个代
销机构

1.代理公募基金销售认购、申购、赎回、转
换、销售服务费、客户维护费等费用：按协
议定价；
2.代理公募基金转托管：20元/笔

代理公募基金转托管：免
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价格收费标准
第五章 国际业务收费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价格标准 优惠措施 类别 适用客户

1 对公汇出汇款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转移到其他境外银行的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最低50元/笔，
最高1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 对公汇出汇款修改

汇款汇出后，客户要求修改汇款内
容；注：修改不包含金额的修改，如
需修改汇款金额，应先办理退汇后再
重新汇出；如系汇款用途修改，需按
规定补充相关单据；如修改内容较
多，应重新办理汇款

1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 对公汇出汇款退汇
对方行款项未解付时应汇款双方（任
意一方）要求撤销原汇款

1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 对公汇入汇款退汇
对于来自境外银行或以外币形式支付
的款项进行拒收

30美元/笔；受益人主动拒收汇款时，可
向受益人收取或向汇出行内扣，费用参
照对公客户汇出汇款，找不到收款人向
汇出行退汇时，向汇出行内扣，费用参
照此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 对公汇款转汇
对公客户收到来自境外银行或以外币
形式支付的款项后转账至其他银行

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最低50元/笔，
最高1000元/笔；内扣；如当地其他同业
间均免收同城他行转汇费，此项费用免
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

对私汇出汇款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境外银
行的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最低20元/笔，
最高2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7
通过网银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境外银
行的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0.8‰收取，最低20元
/笔，最高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8 对私汇出汇款修改

汇款汇出后，客户要求修改汇款内
容；注：修改不包含金额的修改。如
需修改汇款金额，应先办理退汇后再
重新汇出；如系汇款用途修改，需按
规定补充相关单据；如修改内容较
多，应重新办理汇款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9 对私汇出汇款退汇
对方行款项未解付时应汇款双方（任
意一方）要求撤销原汇款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0 对私汇入汇款退汇

受益人主动拒收汇款时，可向受益人
收取或向汇出行内扣，费用参照个人
客户汇出汇款；找不到受益人向汇出
行主动退汇时，向汇出行内扣，费用
参照此项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1 对私汇款转汇
内扣；如当地其他同业间均免收同城
他行转汇费，此项费用免收

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最低20元/笔，
最高12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2 对私钞转汇 现钞办理转账或汇款时收取 按实时牌价折算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13 汇款全额到账 汇款全额到账 清算银行费用按实收取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14 进口开证
国际结算业务，我行开出进口信用证
时收取

按开证金额的1.5‰收取，最低250元
/笔；效期180天以上，每增加90天增收
0.5‰，不足90天的，按90天增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5 进口开证修改

国际结算业务，我行开出进口信用证
修改时收取；
1.进口开证修改增额时，按开证费率
计收；
2.不涉及金额、期限修改，或修改费
用不足最低收费标准时，按最低收费
计收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6 进口开证来单处理费
国际结算业务，进口信用证来单处理
时，向进口方收取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7

偿付费

涉外保函赔付时，对外付汇时收取

50美元/笔，向国外银行付款时收取，以
原币内扣；如客户手续费以人民币计
时，偿付费以美元兑人民币当天牌价折
算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8 向国外银行付款时收取

50美元/笔，向国外银行付款时收取，以
原币内扣；如客户手续费以人民币计
时，偿付费以美元兑人民币当天牌价折
算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9 不符点处理费

适用于进口信用证来单为不符交单
时，向境外银行或受益人收取；如客
户手续费以人民币计时，偿付费以美
元兑人民币当天牌价折算

5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0
进口信用证-承兑远期信用证/延
期付款信用证

适用于进口信用证项下兑用方式为远
期承兑信用证和延期付款信用证，向
境外发送承兑电通知时收取

按承兑金额的1‰收取，最低200元；按
月计收，不足1个月按1个月计收；180天
以内信用证的承兑费可一次性计收；收
足保证金者可按最低收费标准收取承兑
费；延期付款信用证确认付款按此计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1 撤证费
适用于进口信用证申请人主动申请撤
证时收取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2

退单手续费

适用于进口/出口信用证业务，向委托
我行退单的一方收取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3
适用于进口代收和出口跟单托收业
务，向委托我行退单的一方收取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4 出口来证通知/转递
国际结算业务，在我行收到并通知经
核实的出口信用证正本时收取；如来
证通过我行议付或交单，可免收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5 出口来证通知修改
国际结算业务，在我行收到并通知经
核实的出口信用证修改正本时收取；
如来证通过我行议付或交单，可免收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6 预审单据 客户要求预审单据时收取的预审单据
费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7 出口来证议付/验单 出口信用证审单费
向委托方收取，以交单金额的1.25‰收
取，最低3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8 转让信用证

我行客户为可转让信用证的第一受益
人，我行在收到来证时，客户指示我
行将该信用证转让给指定的第二受益
人时收取

按信用证金额的1‰收取，最低300元，
最高1000元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9 进口代收到单处理费 国际结算业务，办理进口代收到单时收取
向进口方收取，按代收金额的1‰收取，
最低200元/笔，最高2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0 进口代收偿付费
国际结算业务，办理进口代收付汇时
收取

50美元/笔，向国外银行付款时收取，以
原币内扣；如客户手续费以人民币计
时，偿付费以美元兑人民币当天牌价折
算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1 进口承兑手续费
国际结算业务，办理兑用方式为D/A的
进口代收，进口方对外承兑时收取

向进口方收取，17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2 出口跟单托收处理费
国际结算业务，委托人向我行提交出
口跟单托收时收取

向委托方收取，按托收金额的1‰收取，
最低100元/笔，最高2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3 修改出口跟单托收处理费
国际结算业务，委托人向我行提交出
口跟单托收修改时收取

向委托方收取，17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4 无偿交单
适用通过我行交单，委托书中注明不
收取货款的出口跟单托收业务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5 开立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
我行开出融资性涉外保函时收取，保
函类型包括授信额度保函、借款保函
、备用信用证等

按开证金额的7.5‰收取，最低2000元/
笔，按季计收，不足3个月按一季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6
开立各类非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
证

我行开出非融资性涉外保函时收取
按开证金额的2.5‰收取，最低500元
/笔，按季计收，不足3个月按一季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7 保函修改费

我行开出保函修改时收取
1.进口保函修改增额时，按开立保函
费率计收；
2.不涉及金额、期限的修改，或增额
不足最低收费标准时，按保函修改最
低收费收取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8 提货担保手续费
我行开出提货担保时收取，与开立非
融资性保函不重复计收

按担保金额的1‰收取，最低3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9 转开保函/备用信用证 我行转开保函/备用信用证时收取 按照新开立的保函标准收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0 保函通知
我行收到并通知经核实的出口保函正
本时收取

2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1 保函通知修改手续费
我行收到并通知经核实的出口保函修
改正本时收取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2 保函索赔（他行来电索赔） 审核出口保函项下的索赔单据 按索赔金额的1‰收取，最低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3 国内信用证开立手续费 我行开出国内信用证时收取
按开证金额的1.5‰收取，最低100元
/笔，并加收邮电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4 国内信用证修改手续费

我行开出国内信用证修改时收取
国内信用证开证修改增额时，按开证
费率计收；不涉及金额、期限修改，
或修改费用不足最低收费标准时，按
最低收费计收；并加收邮电费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5 来单单据处理费 买方国内信用证收到来单时向买方收取 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6 来单修改单据处理费
买方国内信用证收到来单修改单据时
向买方收取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7 来单不符点处理费

适用买方信用证来单为不符点交单
时，付款时直接扣收，可免收来单单
据处理费，涉及电报费处理的，加收
电报费

来单含不符点的，直接扣收不符点处理
费450元/笔，可免收来单单据处理费，
涉及电报费处理的，加收电报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8 国内信用证付款 国内证付款

按照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电子汇划手续费；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每笔收费5
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每笔收费10
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每笔收费
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每笔收
费20元；
100万元以上，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002%
收取，最高不超过200元

1.优惠期
限：自2021
年8月9日起
至2024年9
月29日止，
每笔1万元
以下（含1
万元），每
笔收费4.5
元；
2.优惠期
限：自2021
年8月9日起
至2024年9
月29日止，
每笔1万-10
万元（含10
万元），每
笔收费9元

参照“对公跨行
柜台转账汇款手

续费”
对公客户

49 国内证付款确认 买方国内信用证承兑费

按承兑金额的1‰收取，最低200/笔；
涉及付款确认修改的，增额部分按开证
费率计收；涉及电报处理的，加收电报
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0 国内证承兑展期 买方国内信用证承兑展期费用 按承兑金额的1‰收取，最低3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1 国内证通知/修改通知 卖方国内信用证通知/修改费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2 国内信用证议付 卖方国内信用证审单费
按交单金额的1‰收取，最低50元/笔，
并加收邮电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3 收单单据处理费 卖方国内证单据处理费

100元/笔；涉及电报处理的，加收电报
费；
邮电费收取标注：邮电费包括SWIFT通讯
费及邮费。电开信用证/信用证修改书、
信开信用证/信用证修改书、到期付款确
认及拒付通知等业务环节需发送证实电
的，收取SWIFT通讯费；邮寄信用证/信
用证修改书（信开）或单据，按实收取
邮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4 收单修改单据处理费 卖方国内证修改单据处理费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5 国内信用证撤销 向申请撤证方收取 100元/笔，加收邮电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6 国内信用证退单 向申请退单方收取 100元/笔，加收邮电费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7 出口保理 出口保理
按发票金额的1％收取；国外保理商费用
另计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8 进口保理 进口保理
承担风险的进口保理，按发票金额的
15‰收取；不承担风险的进口保理，按
发票金额的6‰收取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9 账户出账费 从我行账户划往同业账户
按出账金额的1‰收取，最低50元/笔，
最高1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0 付汇手续费
对外付汇时收取，当收取偿付费时不
重复计收

3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1
外币存款证明 开立外币存款证明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2 2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63 外币资信证明 受国内或国外单位委托出具资信证明 8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4 查询查复 向对方银行查询查复
对公客户100元，个人客户20元；系我行
责任免收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65 船情调查咨询
应进出口商委托办理船情调查时收取
的船情调查费，向委托方收取

5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6 资信调查
根据客户申请，为其提供资信调查收
取的费用

2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7

运保费

从现汇账户或汇入汇款中支取大额现
钞时收取

从现汇账户或汇入汇款中支取大额现钞
时按支取金额的3‰收取（币种：人民
币）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8
居民、非居民从个人现汇账户或汇入
汇款中，一天内支取等值1万美元及以
上外币现钞时收取的费用

居民、非居民从个人现汇账户或汇入汇
款中，一天内支取等值1万美元及以上外
币现钞时按支取金额的3‰收取（币种：
人民币）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69 不动户管理费 管理休眠一年以上的外汇账户，按年收取200元/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0 贸易融资处理 办理贸易融资业务时收取的融资处理费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1 闭卷业务查询
客户要求查询的业务闭卷时间较长
（超过3个月）而收取的闭卷业务查询
费

3个月-1年以内：¥50/笔；1年-5年：
¥150/笔；5年以上：¥300/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2 其他公司及同业客户国际业务处理费办理本费率表以外的业务时收取 按协议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3 跨境人民币业务 跨境人民币业务
跨境结算、投融资、账户等服务参照相
应服务收费标准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4 外币携带证 开立外币携带证 10元/份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75 处理费 办理本费率表以外的业务时收取 最低10元/笔，最高2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个人客户



76 邮费、快递费 邮费、快递费 按实收取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77
国内电报费

普通业务 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78 开证及保函业务 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79
国际电报费

普通业务 1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80 开证及保函业务 3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个人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