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鲁木齐银行对公众客户收费价目表（市场调节价）
序号 服务项目 项目功能 收费标准 适用客户

1
查询、打印历

史记录
查询、打印对公存款账

户历史交易记录
一个月至一年的10元/次，跨年10元/月，每跨一月增加10元，最高

400元（对公客户一个月内免费，对私客户一年内免费）。
对公、对私客户

2
查询、打印历

史记录
补制回单

一个月至一年（含）的，10元/份；一年以上的，20元/份（一个月
内免费）。

对公、对私客户

3
查询、打印历

史记录
补制对账单

一年以内10元/份，超10页/户/月，超出部分1元/页；一年以上20元
/份，超10页/户/月，超出部分1元/页（对公客户一个月内免费，对

私客户一年内免费）。
对公、对私客户

4 国债业务
储蓄国债（电子式）
提前兑取手续费

按提前兑取面值的1‰收取。 对私客户

5 国债业务
凭证式国债

提前兑取手续费
按提前兑取面值的1‰收取。 对私客户

6 开户费 对公账户开户费 50元/户，首个账户开户25元/户 对公客户

7
出售转账进账
单、现金进账
单和电汇凭证

出售转账进账单、现金
进账单和电汇凭证

3.2元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8
小额通存通兑

业务
小额通存通兑业务

通存通兑业务汇划费按金额的1‰收取，最低5元，最高200元，手续
费0.5元/笔，通存通兑查询业务0.5元/笔。

对私客户

9 印鉴变更 印鉴变更 10元/次/户 对公客户

10 委托贷款 发放委托贷款
按次、按月或按年收取委托贷款发放手续费，手续费比例最低不低

于3‰，付款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对公客户



11 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签发

AA级（含）以上境内人民币客户保函按标的的0.2%-0.35%一次收
费，其他境内人民币客户按标的的0.5%-0.6%一次收费，最低收费
500元/笔；全额保证金保函按标的的0-0.1%收费；财产保全保函按

标的的1%，最低收费10000元/笔。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12 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修改 200元/份，修改增额按对应的保函种类收费标准收取。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13
信贷授信承诺
、信贷授信意
向、信贷证明

出具信贷授信承诺、信
贷授信意向、信贷证明

各类贷款业务项下的承诺服务，以未提用贷款额度为基数，按年费
率0.2%-1%，最低收费为500元；信贷证明（无条件信贷证明）金额
的2‰，最低500元/笔，同一内容的多份文件，每份加收100元。对
符合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小型和微型

企业，予以减免。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14 国内信用证 开出信用证
按每笔100元收取，增额修改的，对增额部分按开证手续费标准收

取，最少不低于100元，不另收取修改手续费。
对公客户

15 国内信用证 已开出信用证的修改
按每笔100元收取，增额修改的，对增额部分按开证手续费标准收

取，最少不低于100元，不另收取修改手续费。
对公客户

16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的承兑 每季1‰，最低1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7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注销手续费 100-0元/笔 对公客户
18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不符点处理费 100-0元/笔 对公客户
19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退单手续费 100-0元/笔 对公客户
20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通知手续费 50-0元/笔 对公客户
21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修改通知手续费 50-0元/笔 对公客户

22 国内信用证
信用证议付/验单手续

费
按议付单据金额的1‰收取，最低1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23 国内信用证 电报费（国内） 150元/笔 对公客户
24 国内信用证 快邮费（国内） 30元/笔 对公客户
25 国内信用证 平邮费（国内） 10元/笔 对公客户

26
银行询征函∕
资金证明

银行询征函∕资金证明 200元/户 对公客户



27 存款证明 个人存款证明 20元/份 对私客户

28 挂失
存单、折等凭证挂失手

续费
10元/份 对私客户

29 钞币清点
零钞清点收费(只针对

对公客户)
500枚（张）（含）以上开始收费，最低收费标准为5元/笔，每增加

100枚（张）加收1元（清点500枚（张）以下零钞不收费）。
对公客户

30 钞币兑换 辅币兑换收费 兑换10元及以下零钞按照兑换金额的1%收费，每笔最少收1元。 对公、对私客户

31 保管箱 保管箱租金 20/每月-60/每月 对公、对私客户

32
企业财务顾问

费
企业财务顾问费 企业总资产的0.1‰至3.5‰ 对公、对私客户

33
“雪莲金”贵

金属
“雪莲金”贵金属交易

账户开户费
每户35元 对私客户

34
“雪莲金”贵

金属
“雪莲金”贵金属交易

手续费
交易金额的万分之八。 对私客户

35
“雪莲金”贵

金属
“雪莲金”贵金属延期

交易延期费
合约市值的万分之一点五/日 对私客户

36 基金业务 基金业务
认、申购费率0.8%-1.5%

对私客户
赎回费率0%-1.5% 

37 贷记卡 贷记卡年费 

普卡：主卡0-40元/卡/年，附属卡0-20元/卡/年，
金卡：主卡40-100元/卡/年，附属卡20-50元/卡/年，

尊尚白金卡：600-2000元/卡/年，附属卡300-1000元/卡/年，
尊尚钻石卡：1000-5000元/卡/年，附属卡500-2500元/卡/年.

根据客户消费笔数或消费金额对年费进行相应的减免。

对私客户

38 贷记卡 透支利息 日利率0.5‰，年化利率18.25% 对私客户
39 贷记卡 违约金 最低未还款额的5%，最低1元。 对私客户
40 贷记卡 挂失手续费 正常挂失手续费人民币每卡每次10元。 对私客户

41 贷记卡 补、换卡费 正常20元/张，加急补卡另加20元/张。 对私客户



42 贷记卡 提现手续费
本行ATM、柜台提现免收手续费；跨行提现每笔3.5元/笔；香港、澳

门、中国境外地区：15元/笔。
对私客户

43 贷记卡 快速发卡 20元/卡 对私客户

44 贷记卡 分期付款手续费
根据不同产品，按照月费率0%-1.5%，年化利率0%-18%收取，年化利

率采取单利进行计算。
对私客户

45 贷记卡
分期产品提前还款违约

金
收取剩余未还本金3%的违约金。 对私客户

46 准贷记卡 准贷记卡分期付款业务 年化费率不高于18% 对私客户

47 ATM机具 ATM机借记卡跨行取现 2元/每笔 对私客户

48 POS机 POS机押金 2000元/每台传统POS机，担保则免去押金。 对公客户

49 银信通 银信通 个人收费2元/月、24元/每年，对公收费5元/月、50元/每年。 对公、对私客户

50 借记卡 借记卡挂失手续费 凭证挂失手续费10元/卡和挂失补发工本费8元/卡。 对私客户

51 特约商户

标准类1

境内银联借记卡：交易金额的0.46%，封顶值20元/笔
境内银联信用卡：交易金额的0.6%

其他银联卡（外卡）：交易金额的2%。
对公客户

标准类2

境内银联借记卡：交易金额的0.46%，封顶值17元/笔
境内银联信用卡：交易金额的0.6%
其他银联卡（外卡）：交易金额的2%                                   

注：批发市场批发类商户。
对公客户

优惠类

以行业清算组成批准费率，实行市场调节价                     
注：综合性超市、大型仓储式卖场、水电煤气缴费、加油及交通运
输售票商户，自本次刷卡手续费调整正式实施之日起3年内对该类商

户实行优惠。

对公客户



51 特约商户

减免类

境内银联借记卡：0
境内银联信用卡：0

其他银联卡（外卡）2%                                           
注：非营利性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养老及慈善机构。                                 

对公客户

52 ATM转账 ATM转账
（1）同城交易：0-1万（含）3元∕笔；1万-5万（含）5元∕笔；5
万-10万（含）8元∕笔；10万以上：10元∕笔。（2）异地交易：交

易金额的1℅，最低为5元，最高为50元。
对私客户

53 网上转账 网上转账
同城交易：0～5000元（含）2元/笔；5000元～5万（含）3元/笔；5
万～10万（含）5元/笔；10万以上：8元/笔。（2）异地交易按交易

金额的0.5%收取，最低5元，最高50元。
对私客户

54 境外卡 境外卡ATM取款
境外银联卡在境内跨行取款时，境内收单机构向银联国际支付1.375
美元-8元人民币的服务费。发卡机构向收单机构支付1.375美元作为

交换费。
对私客户

55 境外卡 境外卡ATM查询
境外银联卡在境内跨行查询时，境内收单机构向银联国际支付服务
费0.25美元-1.5元人民币，发卡机构向收单机构支付0.25美元作为

交换费。
对私客户

56 银联卡 银联卡境外ATM取款 15元/笔 对私客户

57 银联卡 银联卡跨境ATM查询
境内发卡机构向银联国际支付服务费2元人民币-0.25美元，发卡机

构向收单机构支付0.25美元作为交换费。
对私客户

58 银联卡 托收
借记卡：托收金额5%，最低10元，最高50元； 信用卡：托收金额

10%，最低10元，最高50元。
对私客户

59 国债业务
电子式储蓄国债
非交易过户

10元/笔 对私客户

60 国债业务
储蓄国债（电子式）债
券账户凭证的挂失

10元/笔 对私客户



61 国债业务
储蓄国债（电子式）开

立财产证明
10元/笔 对私客户

62 国债业务
储蓄国债（电子式）凭

证补办
3元/笔 对私客户

63 国债业务
凭证式国债
凭证挂失

10元/笔 对私客户

64 国际业务 普通外币帐户挂失 5元/笔 对私客户
65 国际业务 外币定活一本通挂失 10元/笔 对私客户
66 国际业务 存款证明 20元/笔 对私客户
67 国际业务 外币携带证　 10元/笔 对私客户

68 国际业务 外钞户境内划转 从甲地回到乙地加收电汇费，从乙地托收，由乙地加收邮费。 对私客户

69 国际业务 电汇 按照金额1‰收费，最高250元，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70 国际业务 信汇、票汇 按照金额1‰收费，最高300元，最低5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71 国际业务 汇出汇款修改 20元/笔 对私客户
72 国际业务 退汇 20元/笔 对私客户
73 国际业务 挂失止付 50元/笔 对私客户
74 国际业务 受益人退汇/转汇 按照金额1‰收费，最高250元，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75 国际业务 光票托收 按照金额1‰收费，最高250元，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76 国际业务 现钞托收 按照金额5‰收费，最高250元，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77 国际业务 退票 10元/笔 对私客户
78 国际业务 受益人转汇/退汇 按照金额1‰收费，最高250元，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79 国际业务 买入旅行支票 按照金额7.5‰全额收取。 对私客户
80 国际业务 托收旅行支票 按照金额1‰收费，最高250元，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81 国际业务 出售旅行支票 按照金额1%收费。 对私客户
82 国际业务 买入票据  按照金额7.5‰全额收取，最低20元人民币。 对私客户
83 国际业务 外卡取现 按照金额4%全额收取。 对私客户
84 国际业务 出售各类凭证 按照工本费收取。 对私客户
85 国际业务 查询旅行支票 20元/笔 对私客户
86 国际业务 账户查询 50元/笔 对公客户



87 国际业务 存款证明 200元/笔 对公客户
88 国际业务 补单 50元/笔 对公客户
89 国际业务 电汇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1000元，最低5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90 国际业务 信汇、票汇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1200元，最低1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91 国际业务 汇出汇款修改 100元/笔 对公客户
92 国际业务 退汇 100元/笔 对公客户
93 国际业务 挂失止付 100元/笔 对公客户
94 国际业务 光票托收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1000元，最低5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95 国际业务 跟单托收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2000元，最低1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96 国际业务 进口代收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2000元，最低1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97 国际业务 无偿交单 200元/笔 对公客户
98 国际业务 退票 按照国外费用实收。 对公客户
99 国际业务 现钞托收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1000元，最低5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00 国际业务 开证 跟单信用证 按照金额1.5‰收取，最低3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01 国际业务 修改/注销 跟单信用证 100元/笔 对公客户
102 国际业务 通知/转递 跟单信用证 200元/笔 对公客户
103 国际业务 预先通知 跟单信用证 100元/笔 对公客户
104 国际业务 承兑 按月1‰收取，最低15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05 国际业务 保兑 按季2‰收取，最低300元人民币，不足一季按一季计算。 对公客户
106 国际业务 不符点处理费 450元/笔 对公客户
107 国际业务 议付/验单 按照金额1.25‰收取，最低15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08 国际业务 转让 跟单信用证 按照金额1‰收取，最高1000元，最低3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09 国际业务 付款 按照金额1.5‰收取，最低2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10 国际业务 融资类保函 按季度2-5‰收取，最低1000元人民币，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算。 对公客户

111 国际业务 投标保函 按季度0.5-2‰收取，最低300元人民币，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算。 对公客户

112 国际业务 履约保函 按季度1-2‰收取，最低500元人民币，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算。 对公客户

113 国际业务 租赁保函 按季度0.5-2‰收取，最低1000元人民币，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算。 对公客户

114 国际业务 其它保函 按季度0.5-2‰收取，最低300元人民币，不足一季按照一季计算。 对公客户

115 国际业务 修改/注销 保函 修改200元/笔   注销100元/笔。 对公客户



116 国际业务 提货担保 按照发票金额1.5‰收取，最低3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17 国际业务 进口保理 按照出口单据发票金额的0.7-0.8%收取。 对公客户
118 国际业务 出口保理 按照发票金额0.7-0.8%加上0.2-0.4%的手续费收取。 对公客户
119 国际业务 资信调查费 600-800元/笔 对公客户
120 国际业务 买入旅行支票 按照金额7.5‰收取，最低2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21 国际业务 代售旅行支票 按照金额1%收取，最低2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22 国际业务 托收旅行支票 按照金额1‰收取，最低30元，最高100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23 国际业务 信用卡取现 按照金额4%全额收取。 对公客户
124 国际业务 综合类业务查询 100元/笔 对公客户
125 国际业务 资信调查 600元/笔，另加通讯费并随代理行或咨询公司收费适当上浮。 对公客户
126 国际业务 出具各类凭证 按照工本费收取。 对公客户
127 国际业务 买入票据 按照金额7.5‰收取，最低50元人民币。 对公客户
128 保理 融资手续费 融资费率0.1%-5% 对公客户
129 再保理 融资手续费 融资费率0.1%-5% 对公客户

130 银行承兑汇票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按票面金额的0.05%收取手续费，最低10元。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131 汇票查询 单位主动查询 0.5元/笔手续费，11.7元/笔邮电费。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132
出售汇票申请

书
出售汇票申请书 1.50元/本 有结算账户的客户

133 银行汇票

个人银行汇票现金资金
移存

每笔为汇款金额的0.5℅，最高收费50元。

个人银行汇票转账资金
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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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按汇划金额的0.03℅

收取，最高收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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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银行汇票资金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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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按汇划金额的0.002

℅收取，最高收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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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商业承兑汇票 出售商业承兑汇票 工本费0.4元∕份，手续费1元∕笔 对公客户

135 银行承兑汇票 风险敞口管理费

收费基数=票面金额-保证金金额                               
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 费率0.4%-1%                                 

三个月至六个月（含六个月） 费率0.6%-2%                     
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含十二个月） 费率0.8%-2.5%               

或协议定价，符合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予以减免。         

对公客户

136 雪莲充值宝 出售雪莲充值宝 66元/个 对私客户、对公客户

137 银企直连 银企直连服务

1、一次性支付系统开通费用：5万元，包含电子银行服务、提供财
务系统与银行系统联接接口及接口开发、后续测试、投产验证等服

务；
2、资金汇划费用：按照柜面资金汇划费用的五折收取，随柜面价格

的变更进行调整；                                            
3、按账户收取的年服务费用：200元/账户/年。

对公客户

138 支付平台 收单手续费 参照银联费率，与商户协商 对公、对私客户

139 债权融资计划 承销费 债权融资计划承销业务服务收费标准为0.3%-1% 对公客户


